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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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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11月下旬舉辦
活動
「從地方經驗看立
院－如何促進公民
參與？」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第142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

目

「立院衝啥米 志工看仔細」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

長）

 

議題專文

司法法制委員會成被告立委庇護
所？ 廖正井、林正二應利益迴
避 即刻退出司法法制委員會

  立院預
算審議在
即，公督盟
發現，截至
目前為止，
立院司法法
制委員會13
人中，竟有兩名立委有案在身！這兩人
分別是召委廖正井以及林正二。公督盟
理事長施信民表示，有案在身立委卻進
入司法法制委員會，未遵守利益迴避原
則，並可能對司法單位形成壓力、影響
司法中立，實為不妥；這個會期更將由
有案在身的召委及立委主導司法、法務
預算審查，其荒謬程度，值得社會大眾
關切。施信民表示，不希望看到司法的
中立及公正性因為立委的權力而有所轉
彎，呼籲廖正井、林正二應退出司法法
制委員會，更要求黨團應加以規範！公
督盟執行長張宏林更提及，有案在身卻
進入司法法制委員會實非首例，但為何
立院經過這幾年仍然沒有加以改革、頻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01
http://www.ccw.org.tw/p/1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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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來賓：

許茂順（公督盟監督國會志工）

張竣筑（公督盟工讀生）

 

（點此觀看影片）
 

第143集預告

動物保護與開放國會

播出時間：

2012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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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泰山（貓狗人共和國理事長）

李國瑋（開放國會與民主2.0計畫

助理）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林峯正執行長談
《法官法》修法歷
程
 
司法改革重點在人
 
司法改革近20年才
開始進行，大部分
是針對訴訟制度的
革新，雖然訴訟制
度改善不少，但人
民對於司法改革的
信賴度還是不見提

頻讓這種球員兼裁判的狀況發生？（閱
讀更多）
 

請對國會說實話!?－由預算審查
過程來看立法院調查權力

  本週有個很特別的廣告吸引筆者目
光，當天更是瞬間攻佔各大新聞台及政
論節目更是就此廣告討論的沸沸揚揚，
即是行政院所推出的「經濟動能推升方
案」廣告，由於廣告內容僅說明了經濟
動能推升方案太複雜，無法用一兩句話
來形容，「所以說破嘴不如跑斷腿，拚
經濟、做就對了？！」如此荒謬又空洞
的內容立刻引發民眾的譁然，更重要的
是這部被網友形容為「腦殘」的廣告系
列竟要花費450多萬元？！政府如此浪
費民眾的納稅錢，也難怪最近的政府民
調是節節敗退。

  本會期立法院正值審查預算會期，
立委在委員會審查預算時都會要求官員
列席備詢，有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官
員們常常會有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情形，
但通常這時候立委因為職權的關係，對
官員的這種態度感到無可奈何。（閱讀
更多）

精選文章

第八屆國會承諾書簽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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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因為要改變的
重點在「人」，但
人如何改變，不能
排除適度監督，改
變的速度才會快。
全國1,700個法官，
過去10年來只處罰
了30個法官（第一
到三屆的監察委
員），如果真正犯
錯的法官有這樣的
處理品質，人民是
可以接受的，但現
在監督方式並無法
合乎社會期待，因
此司改會把監督管
道重心放在法官法
立法上。
 
早期法官法並不把
重點放在監督法官
上，1988年剛解除
戒嚴談法官法，是
因過去威權時代結
束，立法來保障法
官獨立審判自有彼
時的社會背景，直
至10年前司改會決
定要加強法官法的
理念，除維護法官
獨立審判，另外就
是法官如有偏差違
法，要透過某種方
式懲處，包括退場
機制、淘汰不適任

  公督盟在第八屆立委選舉前，發起
『國會改革承諾書』聯署運動，至今總
共收到74位立委的回函，其中大部分的
立委支持公督盟所提倡的國會改革，讓
國會的透明化露出第一道曙光。
 
  這一份連署書的內容以公督盟「文
明、陽光、公益、透明、效能」為主
軸，分別提出以下的改革事項：1. 黨團
協商透明化 2. 程序委員全程錄影 3. 國
會頻道的設立 4. 國會資料數位化與公
開化 5. 公費選舉制度。6. 不遲到、不
早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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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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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p/15062
http://www.ccw.org.tw/p/1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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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等。同時全國
司法改革會議登
場，重視法官監督
機制，法官法就聚
焦在監督淘汰、入
場機制及法官福利
保障。現在法官法
三大重點是：法官
入場、退場、福利
保障三方面。（閱
讀更多）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
138期
 

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新聞

公督盟促兩涉案立委退出司委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昨質疑，國民黨
立委廖正井、親民黨立委林正二涉及賄
選案，卻未利益衝突迴避，加入立法院
司法委員會，廖正井還擔任召委，兩人
可以主導或審查司法院與法務部及所屬
單位法案、預算；呼籲兩人主動退出司
委會，並建議立法院修法，排除有案在
身的立委參加司委會。（閱讀更多）
 

勞保錯轉國民年金！ 李桐豪：
當年修法的立委出來負責！

  針對勞保基金破產危機，親民黨立
院黨團總召李桐豪今（18）日說，現在
不管進行任何解套的方案，「勞保一定
會倒」，他更點名2008年主導勞保條例
修法的立法委員們「應該出面負起全
責」，「想要把勞保轉成國民年金的概
念完全錯誤！」
 
  李桐豪說，2008年時由於勞保也面
臨破產危機，所以勞工爆發一波擠兌
潮，當時主導修法的立法委員想出用
「國民年金」替代「一次性提領」的方
式，儘管仍有1800多億的擠兌，但是剩
下的人就接受年金的制度，變成「短期
的流動性解套」，他強調，「當初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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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防腐計

 

 

錯誤的假設」，不但沒有解決問題，更
讓勞保面臨更嚴重的破產危機。（閱讀
更多）
 

本外勞脫鉤 鄭麗君等立委反對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鄭麗君等人
今天提出反對廢除基本工資、反對本國
勞工與外籍勞工基本工資脫鉤、反對血
汗經濟3項主張。

  鄭麗君、民進黨籍立委李昆澤與段
宜康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台灣月
薪在新台幣2萬元以下超過百萬人，
38%15歲到24歲年輕人月薪未滿2萬
元，包括身心障礙勞工有1/3是領基本
工資，政府提出的藥方讓低薪化趨勢更
嚴重，產業升級更看不到希望。（閱讀
更多）

外交預算創新低 立委斥自斷手
腳

  馬英九總統力推「活路外交」，外
交部預算卻連年下修，明年度預算僅編
兩百五十五億元，為近十四年最低。其
中，援外預算降到約一百億元，而推動
參加聯合國及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經
費更只編九千七百多萬元，同樣是近年
最低。

國際舞台上 台灣恐持續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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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委、民進黨立
委陳亭妃昨質疑，雖然景氣不佳，各部
會預算都酌有縮減，但外交部卻是自斷
手腳；外交成績不是只看免簽數量，外
交休兵如同自我繳械，政府不積極對外
拓展，下場就是在國際舞台上被邊緣
化。（閱讀更多）

經濟動能廣告 網友檢舉為詐
騙、垃圾

  行政院為宣傳「經濟動能推升方
案」推出廣告，上傳YouTube不到一天
就引爆朝野立委及網路一片惡評，甚至
有網友向YouTube檢舉為詐騙、垃圾廣
告，一度遭強制停權、移除。民進黨立
院黨團昨召開記者會抨擊，馬政府把人
民當白癡，「創下YouTube史上最爛官
方廣告的金氏世界紀錄」，貽笑全球。
（閱讀更多）
 

立委：勞工與軍公教 差距更大
了

  勞保基金虧損，國民黨立委吳育仁
昨天表示，可以檢討如何計算符合公平
正義，但若改採各年平均值，恐讓勞工
與軍公教差距更大。民進黨立院黨團幹
事長潘孟安說，勞委會未站在勞工角度
思考，反提出暴衝、即興式的建議案，
「令人瞠目結舌！」吳育仁說，基於信
賴保護原則，應要不溯及既往。

http://www.ccw.org.tw/p/15094
http://www.ccw.org.tw/p/15100


  對於近日外界拿軍公教退撫基金與
勞保基金比較，吳育仁表示，兩者退休
給付有不同歷史背景，最大根本原因是
勞工薪資廿多年來都一樣，才讓兩者差
距越來越大；若能提升台灣薪資所得，
此問題也不存在了。（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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