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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9/13 正副院長與黨
團幹部評鑑

9/15 至中原大學
DoInGood廣告行銷
服務課程簡報公督
盟
 
9/15 「監督國會」
感恩餐會
 
9/24 志工例會：預
計邀請鄭文龍律師
分享關於陪審制度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第136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

目

會員團體大聲公：推愛滋防

治，倡同志公民，紅絲帶飄揚

節目主持：

徐沛然（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企劃
部）
 
受訪來賓：

李奇紘（紅絲帶基金會企劃專員，

Uni-i-Gay網站站長）

議題專文

老將新秀大車拚，新同學拔得頭
籌

  第八屆第一會
期各委員會前三名
的優秀立委之中，
新科立委佔了
59％(13/22：外交
國防第二、三名從缺)，更有六位新秀
立委一舉拿下各委員會第一名，分別是
姚文智(內政)、蕭美琴(外交國防)、吳
秉叡(財政)、林佳龍(教育文化)、李昆
澤(交通)、尤美女(司法法制)，可見新
科立委們都準備好了，眾老將們要再下
會期好好加把勁。（閱讀更多）
 

法案塞車 臨時會草率 新國會有
待改進

施信民（公督盟理事長）

  立法院第八屆第一會期剛剛落幕，
肩負全民期待的新國會，卻遺憾地繳出
不及格的成績單。
  本會期過去幾個月以來，立法院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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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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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觀看影片）

第137集預告

第八屆第一會期立委評鑑成績

新秀出頭，老將要加油

播出時間：

2012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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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茹萍（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秘

書長，公督盟立委評鑑委員）

鄧凱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政策

部）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蔡培慧教授：《農
村再生條例》是開
錯處方下錯藥
 
台灣過去的土地徵
收都是為了「發
展」，土地都是為
了蓋工業區、蓋工
廠而徵收，德國也
有土地徵收，可是
他們是把河流沿岸
已開發的地區都徵

通過十五個議案，創下第一會期史上第
二低的紀錄(不包含臨時會)。而在7月
加開的臨時會當中，竟打算短短一星期
要審議三十八個法案。雖然最後只通過
十五個法案，不過如此倉促的立法，卻
也為立法品質埋下隱憂。（閱讀更多）
 

公督盟2012年「監督國會」感恩
餐會，9月15日邀請您一同與會

  公督盟自2007年，由40多個民間團
體共同成立後。五年以來，在我們的努
力下，國會透明的工作逐步取得成果。
近萬次的相關報導、採訪與演講。成功
推動立法院會議的網路視訊轉播，讓關
心的民眾可以即時監看議事過程，促進
國會透明。而每會期一次的立委評鑑，
藉由評選出認真優秀的立委，以及指出
表現不佳、待觀察的立委，也漸漸樹立
起具公信力的標準。讓人擔憂的是，由
於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公督盟的捐款明
顯減少，若接下來沒能獲得社會大眾出
錢出力的支持，國內唯一的監督國會民
間團體，將面臨發不出薪水的窘境。
（閱讀更多）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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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讓河流可以依
照原來的水路通
過，也就是為了
「自然」而作的土
地徵收與調整，這
對我們來說是不可
思議的，可是台灣
需要這樣的工作，
莫拉克颱風之後告
訴我們人是不可能
勝天的。
 
過去我們唯工業至
上，現在我們應該
要思考工業與農業
有同等重要性，都
市與鄉村有一樣的
價值。以前我們是
著重都市發展，然
後都市發展到鄉村
叫做鄉村發展。
 
鄉村應該有它自己
的發展模式，該容
納多少人口、需要
什麼類型的建設等
等，鄉村發展也不
只是農業而已，也
有不同的方面，比
如說台灣因為開放
進口的關係，本土
加工業幾乎都死掉
了，這也是為何我
們農產品價格拉不
起來的原因，因為

公督盟2012「監督國會」感恩餐
會義賣品目錄

公督盟
2012「監督國
會」感恩餐會
即將於9月15日
舉辦，眾多藝
文屆朋友踴躍
提供作品義賣
支持公督盟，

有李敏勇老師書法創作作品、周于棟老
師書法創作作品、林柏昌老師蝴蝶攝影
作品、施並錫老師油畫作品、陳子青老
師油畫作品與陳敏澤老師絹印版畫作品
等，歡迎點擊欣賞瀏覽。（閱讀更多）
 
（左圖為施並錫老師油畫作品【燈
塔】）

精選文章

9月15日，邀您加入監督者聯盟

http://www.ccw.org.tw/p/14981


 

在沒有調節的情況
下，幾乎都只能以
生鮮的形式賣出。
 
所以，長期下來造
成了我們今天的困
局，我們現在能作
的，就是一步一
步，改變法案、促
進農民團結、以及
讓年輕人回到農
村；這三個部份都
要作相關的論述，
說穿了，我們在作
的事情其實就是平
衡性的工作，但我
們希望自己作得東
西是有力道的，不
是虛工。我們也不
是想回到過去，抱
持著浪漫主義叫大
家都回來當農夫，
我們只是把幾十年
來的發展主義稍稍
調整一下，當然，
過去沒有人站在農
村的立場講話，現
在我們要作這件
事，我覺得我們的
力量雖然微小但是
非常堅定，我有這
個信心，所以我們
不會在農再通過之
後就當作任務完
成，我們會努力！

 
（點擊上圖或此處觀看影片）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巡迴講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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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_zgnahLcsI
http://www.ccw.org.tw/p/14893


（閱讀更多）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
138期
 

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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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新聞

立委評鑑 8委員會榜首皆綠委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昨公布立法
院第八屆第一會期立委評鑑結果，八個
委員會第一名全由民進黨立委包辦，另
被評為待觀察名單共十七人，除無黨籍
三人外，其餘十四人都是國民黨立委。
（閱讀更多）
 

綠委：台電改革沒誠意將退預算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林佳龍今天
說，台電公司經營改善初步檢討報告沒
有結構性改革，看不到改革誠意，將要

http://opencongress.tw/node/4861
http://www.ccw.org.tw/p/14807
http://www.ccw.org.tw/p/14807
http://www.ccw.org.tw/p/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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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w.org.tw/p/4319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forum-rightway.org/
http://opencongress.tw/
http://www.ly.gov.tw/
http://0rz.tw/a1DEM
http://www.ccw.org.tw/p/15008


 

 

求退回台電預算。

  台灣智庫上午召開「揭開台電經營
改善報告的真相」記者會，身兼台灣智
庫董事長的林佳龍說，台電公司6月提
出「台電公司經營改善初步檢討報
告」，但內容避重就輕，沒有結構性的
改革，還以改革進行擴權。（閱讀更
多）

吳澧培：對國民黨絕望 對民進
黨失望

  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指出，他現在
對國民黨是絕望，對民進黨是失望。他
認為，在中國干預、黨國體制存在下，
台灣並不是完全民主的國家；說自己已
經民主了，只會削弱國際社會對台灣的
支持。（閱讀更多）
 

防悲劇 藍委促設家庭福利署

  國民黨籍立委王育敏今天說，近來
家庭悲劇頻傳，應儘速通過衛生福利部
組織法，成立家庭福利署及自殺防治專
責機關。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王育敏上午
與記者座談時表示，近日發生多起人倫
悲劇，癌兄槍殺殘弟雙亡、兄弟縱火燒
死父親、屏東一名母親攜子燒炭導致4
死等悲劇。此外，今年至今，死於大人
殺子自殺的兒少人數已經高達14人，且

http://www.ccw.org.tw/p/15016
http://www.ccw.org.tw/p/15010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統計，從2005年至今
年8月，已發生219起殺子自殺案件，有
154個孩子不幸死亡。（閱讀更多）
 

向中央要錢 胡邀藍綠立委集氣

  促修公共債務法、財政收支劃分
法，以及爭取地方建設補助款，台中市
長胡志強二日邀請市籍立委座談，立委
不分黨派支持市府提案，解決目前台中
市財政僵局。

  台中市九位立委中，除民進黨林佳
龍、國民黨蔡錦隆出國，派代表參加
外，民進黨的何欣純、蔡其昌，國民黨
的盧秀燕、江啟臣、楊瓊瓔、紀國棟，
無黨聯盟的顏清標都親自出席。（閱讀
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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