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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10月21日 至宜蘭
參加「人民頭家—
民主台灣探索」

10月23日 
謝國樑委員至公督
盟訪問

公民ivod評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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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舉辦
「國會與地方議會
監督經驗談」座談
會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第143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

議題專文

期許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像『啄
木鳥』一樣－除弊除病！

  今天（25日）公督盟參與了宜蘭縣
公民監督聯盟（以下簡稱宜督盟）的評
鑑辦法公布記者會。該聯盟針對即將開
議的第17屆第6次會議的宜蘭縣議會準
備進行評鑑作業。這是宜蘭縣公民團體
第一次以監督議會的方式評鑑議會，同
時在研擬評鑑作業辦法之時，宜督盟曾
數次請教過公督盟的評鑑作業心得，其
中有幾項評鑑指標也沿用了公督盟的作
業指標。
  公督盟對於地方的監督議會組織與
培力組織蓬勃發展感到樂見其成，各地
方若能串連起來，相信不管是對於地方
或中央的政治人物都能有相當程度的監
督力量。（閱讀更多）
 

透明不足 新國會有待改進

【監督國會季刊第139期】電子檔發
布，歡迎點擊觀看，進一步瞭解公督盟
對第八屆立法委員於第一會期的各種表
現評價。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06
http://www.ccw.org.tw/p/15104


目

「動物保護與開放
國會」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

長）

 
受訪來賓：

開放國會與民主2.0計畫李國瑋

助理

 

（點此觀看影片）
 

第144集預告

司法做為武器 蠻野心足推動環境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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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雅瀅（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

師）

陸詩薇（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

師）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朱增宏執行
長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
會朱增宏執行長談
動物保護法
 

精選文章

國民黨基隆選區的謝國樑立委，於10月
23日來公督盟拜訪，交流關於公督盟立
委評鑑，以及國會改革的意見。謝委員
表示，過去不太瞭解公督盟的工作，這
次很高興有機會認識。謝委員也現場簽
署了國會改革承諾書，表示支持國會透
明工作。

第八屆國會承諾書簽署狀況效率
不彰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0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0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06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1142&qid=57382
http://opencongress.tw/node/1876


在1990年代初期，
台灣出現把野生動
物當寵物、養來吃
的社會現象，針對
「人工飼養野生動
物」的問題，關懷
生命協會與多個環
保團體在1993年組
成「反對人工飼養
野生動物聯盟」。
經過運作認知到法
律的重大影響，便
成立「野生動物保
育法修法聯盟」，
開始提出民間版的
《野生動物保育
法》，其中規定農
委會的「野生動物
保育諮詢委員會」
必須開放民間團體
代表參與。「野生
動物保育法修正
案」在1994年底通
過。《野生動物保
育法》的修法經
驗，成為後來《動
物保護法》的立法
的重要借鏡。
 
立法關鍵─流浪狗
咬傷人事件
 
1992年，台灣各地
先後發生數起流浪
狗咬傷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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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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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社會重視。而
各縣市環保局清潔
隊負責流浪狗的捕
捉，把流浪犬視同
垃圾，以及流浪狗
收容所的簡陋設備
和粗糙管理，也引
起動物保護團體的
嚴重關切。（閱讀
更多）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
139期
 

監督國會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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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當「9A立委」 蔡正元：沒
刪之前，我全部捐出做公益

  主張提案刪除每年2億元立委補助
費的國民黨立委蔡正元今（25）日表
示，他會盡最大努力，說服立法院同仁
共同刪除總預算案中有關立法委員領取
之9筆「沒有法源」的補助費用，「在
刪除工作完成前，本人受領之該9筆補
助費全部捐作公益」。

 
  蔡正元24日說，每位立委每年有國
會外交事務出國考察費32萬元、高速公
路通行券費5萬7600元、汽油補助費31
萬4880元、住宿補助費21萬6000元、文
具郵票行動電話費42萬元、健康檢查補
助費1萬4000元、服務處租金補助費24
萬元、公費助理業務活動費4萬2000
元、立法研究補助費10萬元等，共計
172萬4480元，所有立委加起來，1年需
編列2億元預算。（閱讀更多）

 

http://opencongress.tw/node/1876
http://www.ccw.org.tw/p/15105
http://www.ccw.org.tw/p/15105
http://www.ccw.org.tw/p/1757
http://www.ccw.org.tw/p/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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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7


國會防腐計

 

 

跨黨派立委聯合呼籲 降低政黨
補助門檻

  立法院25日即將審議有關政黨補助
款門檻的《政黨法》，為讓小黨獲得更
多補助，增加國會多元聲音，親民黨立
委李桐豪、台聯立委黃文玲、林世嘉、
綠黨與民間團體代表今（24）日共同召
開記者會，呼籲調降政黨補助款得票率
門檻，民進黨立委姚文智、國民黨立委
邱文彥也共同出席聲援。
 
  親民黨、台聯、民進黨與國民黨等
跨黨派立委，上午罕見的聚集在親民黨
團召開聯合記者會表示，親民黨、台
聯、綠黨與民間團體希望朝「限制政黨
補助上限，將低政黨補助下限」方向推
動修法。（閱讀更多）
 

陸委會編6千萬搞宣傳 藍綠立委
都批

  立法院今（24）日審查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102年度收支預算，朝野立委包
括江啟臣、吳育昇、陳超明、段宜康和
李俊俋等人，都對陸委會編列將近6千
萬的宣傳預算紛紛提出質疑，段宜康甚
至直言陸委會去年的宣傳「簡直就像賣
藥的」。江啟臣也說，陸委會的宣傳要
多告訴民眾，兩岸政策所帶來的效益，
而非宣傳本身、突出自己。陸委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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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15109


王郁琦則回應，將檢討改進。

  段宜康質詢時指出，陸委會的文宣
品用藍白拖跟辣妹字眼來描寫民主選
舉，太過膚淺，會給中國觀光客帶來負
面的民主形象。對此，王郁琦認為，這
可能是跟委託單位沒有溝通清楚。段宜
康還說，陸委會找公關公司包裝形象，
根本就是怕大家不信任他們。（閱讀更
多）

藍：平常心 綠：難對社會交代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涉貪案，今
天偵結，以四項罪名起訴，其中一項，
是因為林益世具有立委身分，構成職務
上行為要求賄賂罪。國民黨立法院團書
記長吳育昇表示，法律規範不無分藍
綠，盼起訴內容也是符合事實，而林益
世遭起訴的罪名，並不影響國民黨立委
未來質詢與問政方式，國民黨團以平常
心看待林益世遭起訴一事，這是一個重
要的警惕，但國民黨立委本就自知甚
詳。（閱讀更多）
 

蘭嶼危機 核廢料儲存桶疑腐蝕
外洩

  立委陳學聖說，去年兩岸有核能安
全協議，將提案將蘭嶼核廢料移出轉儲
存到深圳北龍處置場或甘肅處置場。原
能會主委蔡春鴻回應，移出技術上沒問

http://www.ccw.org.tw/node/15110
http://www.ccw.org.tw/p/15112


題，但政治上要有考量，站在主管機關
立場樂觀其成。立委鄭麗君在會場播放
蘭嶼當地提供的核廢料影片，當中核廢
料儲存桶嚴重腐蝕，台電檢整重裝蘭嶼
核廢料疑似未有負壓處理，當中工人並
非所有人都穿上防護衣，置工人安全於
不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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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p/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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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