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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10月5日 優秀立
委頒獎典禮

公民ivod評鑑系列
10月22日 至亞東
技術學院舉辦
11月  7日 至中原
大學舉辦
11月16日 至國防
醫學院舉辦
11月22日 至銘傳
大學（龜山校區）
11月28日 至明志
科技大學舉辦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第140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

目

百年教育大計 家
長也要參與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

長）

 
受訪來賓：

吳福濱（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

長）

 

議題專文

立法院第八屆第一會期 立委評
鑑基本資料表

你所選出來的立委究竟是否稱職？有沒
有認真出席？出席了又有沒有認真質
詢？質詢完又有沒有努力改善我國法律
內容？公督盟整理了第八屆第一會期立
法委員們的各種基本資料，一起來看看
立委們的表現究竟如何？（閱讀更多）

 

不只是IVOD：在委員會現場，
我們看到什麼？

  上週四與公督盟國會監督志工團一
同前往交通委員會旁聽，會議的主題是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任委員石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70
http://www.ccw.org.tw/p/15072
http://www.ccw.org.tw/p/15072


（點此觀看影片）

 

第141集預告

終生學習 社區經營 萬華社大

的努力

播出時間：

2012年10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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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鴻宇（萬華社區大學副校長）

張靖姿（萬華社大教務組執行秘

書）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劉淑惠教授

淡江大學公行系劉
淑惠老師談國會電
子化
 
我先從一個學者研
究需求和角度來
看，我自己觀察立
法院整個資訊化以
及能提供的資訊來
看，基本上我認為
我們的立法院，在
有關於像立法院的
簡介、立法委員的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任委員石
世豪就「『跨媒體壟斷法』之草案研擬
方針及未來明確執行進度與期程目標」
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9/1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近九千
名民眾齊上街頭抗議，引起社會不少關
注；由於反壟斷的議題持續發酵，這次
的會議也有不少媒體記者前來採訪。然
而，多半的媒體記者在會議開始後約一
個小時就離場了。中午會議休息前最後
一位質詢的管碧玲委員上場時，現場的
媒體記者已經所剩無幾。（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公民看國會—冤案不斷 司法改
革不間斷

  1996年，台北市大安區發生一起女
童遭性侵後殺害的命案。倉促審理過
後，隔年，被認定涉案的江國慶便被執
行槍決。2011年台北地檢署傳喚涉案人
許榮洲到案說明自己的犯行；同年，江
國慶案再審判決無罪，「錯殺無辜」的
社會輿論頓時沸沸湯湯。而須對此案負
責任的空軍前作戰司令陳肇敏等人卻在
2012年獲不起訴處分。不禁讓人感嘆，
台灣司法出了什麼問題？
 
  9月21日，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與新
頭殼合作的「公民看國會」節目，邀請
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秘書蕭逸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70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070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1142&qid=57382
http://opencongress.tw/node/7921
http://www.ccw.org.tw/p/15071


 

簡介，還有整個立
法院運作的一些相
關法令等等這些，
其實有相當充分的
資訊。
 
不過從研究的角度
來看，當然更希望
看到針對特定法
案，希望能夠看到
即時議程的紀錄，
還有立法委員的發
言，也包括院會的
質詢委員會的發言
等等；還有就是立
委出席的情況，包
括院會跟委員會出
席的狀況；還有就
是表決記錄等。當
然我們希望立法院
裡頭，針對法案所
做的決議，只要是
要透過表決的，我
們都希望它能是一
個記錄的表決，我
想這是一個負責任
的態度，所以我們
希望能看到表決的
狀況。還有就是立
法委員接受遊說或
請願的案件還有次
數等等這些文字記
錄，或者是說現在
還有影音的隨選視
訊，我想這些都是

 

民，除介紹司改會成立的歷史脈絡，介
紹司法改革議題外，也分享現今台灣的
司法體制還有什麼地方有待改進。（閱
讀更多）
 

「在意」江國慶：10/10前，用
10100份連署書，在「國慶」日
表達對江國慶萬份思念

(一)刑事責任部份─台北地檢署針對陳
肇敏等人刑求江國慶，並導致冤錯致死
案，經過一年多的續行偵查，仍然做出
第二次的不起訴處分。不起訴的理由甚
為牽強：(1)陳肇敏等人刑求是為了
「破案立功」，不是要害死江國慶。
(2)江國慶被刑求和被槍決，兩者之間
沒有「因果關係」。(3)而既然陳肇敏
等人的行為，沒有導致江國慶的死亡，
就只能適用輕罪，追訴期限只有10年，
現在「已經過期」，無法追究！？

 
相較於檢察官往常的起訴標準，上述的
理由令人難以忍受！江媽媽在9月6日向
高檢署聲明「再議」，現場有上百名的
群眾陪同江媽媽，表示我們也很「在
意」。（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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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p/15069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2091319544800


很有幫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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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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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新聞

1立委配4印表機 濫花2千萬

  立法院半年前才替全體立委添購一
台多功能事務機與一台印表機，作為辦
公室新設備，不過，因原有使用中的兩
台傳真機已到使用年限，立院最近又買
了兩台同樣具有列印、影印等功能的傳
真事務機給立委作為汰換之用。立委估
算汰換總經費高超過二千萬元，直批：
「景氣不好，不要害立委背黑鍋。」
（閱讀更多）
 

無法保證核四安全 朝野立委籲
停工

http://opencongress.tw/node/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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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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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p/15073


 

 

  「核四興建問題一籮筐，不如立即
停工！」原能會主委蔡春鴻4日接受立
委備詢，朝野立委紛針對核四管線亂裝
一事，批評原能會未盡監督之責，孔文
吉、林佳龍、何欣純等多位立委均強
調，若原能會不能保證核四安全，不如
盡早停工；對此，蔡春鴻回應，核四的
確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處理，但還沒有不
安全到需要停工的地步。

  針對核四管線亂裝，朝野立委於4
日質詢原能會主委蔡春鴻時，砲火連
連！原能會上週完成了核四廠一號機的
調查報告，發現機電氣工程中，抗輻射
與抗水的金屬導管錯置，台電對此表
示，是施工廠商「智能不足」才會造成
此事件。（閱讀更多）
 

立委視察證交所 最關心量縮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天視察台灣證
券交易所，立委關注台股量縮問題，國
民黨籍立委羅明才表示，台股成交量不
到新台幣600億元，對於流動性不足問
題，建議調降證交稅。
 
  羅明才指出，政府欲推動亞太金融
中心、打造黃金10年，但面臨奢侈稅、
證所稅、健保補充保費等措施紛紛出
爐，搞不好未來還要推富人稅，卻不見
減稅措施。（閱讀更多）
 

酒精濃度擬入法 提高酒駕刑責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forum-rightway.org/
http://opencongress.tw/
http://www.ccw.org.tw/p/15075
http://www.ccw.org.tw/p/15065


  為遏止酒駕，行政院會今天通過刑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酒精濃度標準
明確入法，並提高刑責，將送立法院審
議。

  草案參考德國、美國標準，將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5毫克或血液
中濃度達0.11%以上，就認定為不能安
全駕駛的標準。（閱讀更多）

居服員待遇低 李鴻源允檢討

  內政部長李鴻源今天表示，長照居
家服務員薪資偏低，內政部將朝制度面
通盤研議，包括提升待遇、專業形象和
社會福利機制。

  李鴻源上午列席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進行社會福利業務概況
報告，對於中國國民黨籍立委王育敏質
詢居家服務員薪資偏低，做上述表示。
（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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