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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9/24 【螺絲釘
online國會監督志
工團，九月份充電
講座】
民主的最後一哩路
—公民陪審團

由鄭文龍律師談論
陪審制度議題（閱
讀更多）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第138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

目

香港立法局選舉觀察 民間力量

待集結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

長）

 
受訪來賓：

陳建甫（台灣和平草根聯盟理事

長，公督盟常務理事）

洪耀南（台灣和平草根聯盟秘書

長）

議題專文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261集「國
會請開門」

各位關心立法院
運作的朋友
們：
公共電視獨立特
派員於
9/12（三）晚間
10點的「獨立特派員」中，第三單元
「國會請開門」，專題報導公督盟這幾
年以來的努力，以及在國會透明部分還
需要再爭取的目標。（閱讀更多）
（請點此觀看影片）
 

國會監督再出發！2012公督盟感
恩餐會人氣旺

  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成立
邁入五個年
頭，為了感謝
支持者，凝聚
國會改革力

量，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本日(15)於海霸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p/15030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35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www.youtube.com/watch?v=8cDhM2WoAaU
http://www.ccw.org.tw/p/1502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cDhM2WoAaU
http://www.ccw.org.tw/p/15042


（點此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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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冤案 揭黑幕 司法改革不間

斷

播出時間：

2012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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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來賓：蕭逸民（民間司法改

革基金會執行秘書）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釋昭慧法師

中華民國關懷生命
協會創會前理事長
釋昭慧法師
 
依法有據才能維護
正義：推動動保法
 
        在社會運動
中，我捕捉到一個
規範與規律：運動
團體本身是非常重
視正義。無論是哪
一部份正義，比如
說勞工的正義、性
別的正義、物種的

王餐廳舉辦2012「監督國會」感恩餐
會，本次感恩餐會人氣旺，共有200人
與會。（閱讀更多）
 

919救一救國會，公民團體常態
進駐立法旁聽
國會監督志工誓師大會

  9月19
日，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的
「螺絲釘
online國會監
督志工團」的
螺絲釘們，站出來誓言要救一救這既歪
斜又黑箱的國會，以公正客觀的態度監
督立法委員之外，並積極推動優質國會
改革。這是公民監督國聯盟成立五年
來，首度舉辦志工誓師大會，將開啟監
督國會新的里程碑，代表國內公民團體
開始有組織、有制度的進入立法院內旁
聽並監督，忠實紀錄立委問政情況，緊
盯刪除不當預算。（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各位關心立法院運作的朋友們：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預計在年底要推出
一本書，目前書名暫訂為《第一次監督
國會就上手》。將是一本輕薄短小，能
提供監督國會實質幫助的工具書。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35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35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1142&qid=57382
http://opencongress.tw/node/1426
http://www.ccw.org.tw/node/15042
http://www.ccw.org.tw/p/15043
http://www.ccw.org.tw/p/15043


 

正義。社會大眾既
然會有正義的體
會，甚至於不得不
成為一種運動，醞
釀形成一個運動團
體來彰顯正義的價
值彰顯，就顯示普
遍社會習以為常的
顯然是不正義的，
所以他才會需要有
人強化正義價值的
團體，甚至於主張
要有懲罰。
 
        要有懲罰就一
定要牽涉到公權
力，一定要有法做
為依據，依法行
事。所以，我們往
上追溯就知道，一
定要有法規。所以
為什麼我成立關懷
生命協會前幾年主
要的動力都是在推
法規。因為沒有法
規，就是零散的像
打游擊一樣的，為
了個別事件抗議是
不行的。每天經濟
動物數以萬計的死
亡，我們怎麼去幫
助牠？不正義是像
空氣般的無所不在
的，大家習以為
常。（閱讀更多）

 

 
在此需要各位協助，請大家想一想，當
自己想要監督立委跟立法院時，
「想要知道立委/立法院的什麼資
訊？」「為什麼難以取得這項資訊？」
 
各位可以回信至ccw@ccw.org.tw或至臉
書上回應。

您的回應或困擾，我們都將一併討
論，可能納入這本書的編輯企劃當
中，讓我們一起來完成這本《第一次
監督國會就上手》吧。
 

【螺絲釘online國會監督志工
團，九月份充電講座】

民主的最後一哩路—公民陪審團
 
陪審團制度已在英美等民主先進國家實
施超過六百年，其運作確實發揮了保護
人權的重大作用，以制度彌補司法的有
限性，避免少數人的偏見或政治力干
預，透過陪審團制，在判決中能有社會
多元的觀點，若判決過程中有疏失，也
比較有機會在討論中發現、改正。台灣
陪審團連盟推動陪審團制度，卻遇上司
法院提出山寨版的觀審制，人民只有上
場看戲的，並無法杜絕恐龍法官，或防
止法官捲入政治鬥爭。
 
歡迎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朋友，或是有興
趣加入國會監督志工團的朋友，一同來
參與！

 

http://opencongress.tw/node/1426
mailto:ccw@ccw.org.tw?subject=%E3%80%8A%E7%AC%AC%E4%B8%80%E6%AC%A1%E7%9B%A3%E7%9D%A3%E5%9C%8B%E6%9C%83%E5%B0%B1%E4%B8%8A%E6%89%8B%E3%80%8B%E6%8F%90%E5%95%8F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posts/10151165415153960?notif_t=feed_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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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9/24(一) 19：00~20：30
地點：慕哲咖啡館B1，台北市中正區
紹興北街3 號
講者：鄭文龍律師｜扁案律師、法家法
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公督盟財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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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新聞

公督盟5週年 籲藍勿抵制監督

  社團法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

http://www.ccw.org.tw/p/14807
http://www.ccw.org.tw/p/14807
http://www.ccw.org.tw/p/1757
http://www.ccw.org.tw/p/1757
http://www.ccw.org.tw/p/4319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forum-rightway.org/
http://opencongress.tw/
http://www.ccw.org.tw/p/15030
http://www.ccw.org.tw/p/15030
http://www.ly.gov.tw/
http://0rz.tw/a1DEM


 

 

事顧忠華昨天表示，公督盟公平客觀地
監督國會運作發展，沒有預設立場或藍
綠有色眼光，「國民黨團抵制是不智
的」，呼籲政黨勿被少數怠惰的立委綁
架，應該開放接受評鑑，讓表現好的立
委獲得鼓勵。（閱讀更多）
 

立院召委選舉 藍綠各8席

  第8屆立法院第2會期各常設委員會
今天選舉召集委員，中國國民黨拿下8
席、民主進步黨也拿下8席。

  立法院各委員會上午舉行召委選
舉，其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投票結果，
國民黨籍立委廖正井得5票、同黨籍立
委李貴敏4票、民進黨籍立委尤美女4
票，同票數者抽籤，由尤美女抽中，和
廖正井共同出任召委。（閱讀更多）

藍委過半 綠提倒閣通過機率低

  民進黨團將提倒閣案，根據憲法增
修條文規定，以現今國民黨籍立法委員
擁過國會過半數席次生態，倒閣案通過
可能性低。

  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明天開議，民
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上午舉行黨團會
議，決定對行政院長陳冲提出不信任案
（倒閣案）。（閱讀更多）

http://www.ccw.org.tw/p/15032
http://www.ccw.org.tw/p/15039
http://www.ccw.org.tw/p/15033


後天否決倒閣案 藍委：財經內
閣問題依然在

  國民黨政府昨天大幅調整國安人
事，引發不少議論，是否影響立法院周
六院會對不信任案的表決態度，國民黨
團胸有成竹，國民黨立委費鴻泰說，這
是政黨對抗，國民黨不能被看衰，國民
黨立委陳學聖表示，財經內閣依然是
「留校察看」，未來三個月還做不出成
績，執政黨立委就會要求改組下台。
（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Copyright 2010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Citizen Congress Watch）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3號10樓
電話：02-2367-1571 | 傳真：02-2364-1694 | 聯絡我們 | 取消訂閱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3號10樓

取消訂閱本訊息
不要再收到任何訊息

http://www.ccw.org.tw/p/15044
http://www.ccw.org.tw/taxonomy/term/220
http://www.ccw.org.tw/
http://www.ccw.org.tw/contact-ccw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optout?reset=1&jid=&qid=&h=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unsubscribe?reset=1&jid=&qid=&h=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optout?reset=1&jid=&qid=&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