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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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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

目

「司法做為武器 蠻野心足推動

環境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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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專文

不公開預算 請拒絕審查！公督
盟揭露預算三大亂象

資訊公開玩假的！躲躲藏藏的國家預
算 
 
  立法院這會期正緊鑼密鼓的進行中
央政府預算審查，國庫近年財務不佳、
連年舉債，最近又接連爆發軍公教慰問
金、立委補助款無法源、公務機關浮編
預算等問題 ── 而這些都還可能只預算
問題的冰山一角。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
表示，針對102年度1兆9446億的預算，
我們在要求立法委員們善盡職責、監督
的同時，更需要民眾來共同監督、把
關；不管有多少A，資訊透明、公開預
算才是解決預算浮濫的根本之道！（閱
讀更多）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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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w.org.tw/p/15116


陸詩薇（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

師）

 

（點此觀看影片）
 

第145集預告

「立院預算成焦點  從透明到公

民監督」

播出時間：

2012年11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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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黎（台灣會計教育基金會執

行長，公督盟預算小組評鑑委

員）

趙和賢（部落希望工程委員會主

任委員，公督盟預算小組評鑑委

員）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施信民教授

施信民教授談《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
立法歷程
 
施信民教授指出，
《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的意義：「這
是一個對全球暖化
的因應和調適的作
為，也是一個全球

關於立委9Ａ預算爭議，公督盟
之聲明

  各國憲法上，不論是強調三權或是
五權分立的制度，目的都是希望將重大
權力分屬給不同的國家機構，讓其相互
制約、權力均衡。這也是兩百多年前，
孟德斯鳩創設「三權分立」理論的重
點，「分權」也成為各民主國家的思想
主流與趨勢。
 
  因此，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攻防
角力，應該視為民主機制的必然現象。
只是立法院不僅立法不公義，品質也粗
糙，效率更是不佳。對於貪贓枉法的財
團、權貴總制訂不痛不養的輕微刑罰，
對市井小民違法懲罰法條卻毫不手軟。
預算把關也怠惰失職，不是愚忠護航就
是為樁腳利益把關，還有挾預算審查權
力，行使勒索與報復的惡行，因此被視
作台灣亂源之一。（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走過25冬 勞力你和我

環保聯盟成立25年，經歷過反核運動、
反五輕、反六輕、反七輕、反國光石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37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5137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1142&qid=57382
http://opencongress.tw/node/1878
http://www.ccw.org.tw/p/15115
http://www.tepu.org.tw/?p=7103


資源逐漸耗竭的情
況之下，追求人類
永續發展不得不走
的一條路。」
 
環保團體一開始推
動台灣再生能源的
利用，主要目的是
為了取代核能發
電，同時促進台灣
自主能源的比例，
改變台灣百分之九
十九以上仰賴進口
能源的狀況。另一
方面，1990年代初
期，全世界要求溫
室氣體減量的聲浪
越來越大，1992年
在巴西里約召開的
聯合國環境發展大
會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FCED)」通過
「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對
「人為溫室氣體」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
排放做出全球性管
制目標協議，並於

化、反高爾夫球場運動、反美麗灣運
動。保護森林、溼地、黑面琵鷺、阿朗
壹古道、綠蠵龜、白海豚…四分之一世
紀的努力堅持，捍衛台灣土地人民、環
境權益，邀請您來一起回顧台灣環保運
動的歷史故事。（閱讀更多）
 

第八屆國會承諾書簽署狀況效率
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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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epu.org.tw/?p=7103
http://www.ccw.org.tw/p/15062
http://www.ccw.org.tw/p/15062


 

1994年3月21日正
式生效，呼籲全球
各國要削減溫室氣
體。（閱讀更多）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
139期
 

監督國會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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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新聞

部門預算不公開 公督盟猛轟－
民視新聞

 

http://opencongress.tw/node/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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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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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防腐計

 

 

  【民視即時新聞】政府預算資訊公
開的政策只是口號嗎？立法院這會期正
緊鑼密鼓審查預算，公督盟抽查18個政
府部會預算，竟然有7個不公開嚴重侵
犯了民眾知的權利，立委更要 求所有預
算都必須透明化，攤在陽光下，馬政府
不能迴避監督。（閱讀更多）
 

拒當9A立委 綠營本周討論

  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爭議才剛落
幕，立委的薪資及補貼也爆發無法源的
爭議。面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提案刪除
相關經費，民進黨內部也形成一股不小
「正人必先正己」的壓力，要求黨團對
此議題表態。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最快將
於本周召開黨團會議討論對策，但內部
迄今對於是否跟進提案尚無共識。
 
     立委相關補貼費用傳出爭議後，民
進黨立委段宜康便在清查所領費用後，
坦言部分費用確實缺乏法源。他表示，
盼立法院長王金平速邀集各黨團檢討各
項費用之必要性、公平性、請領與稽核

http://www.ccw.org.tw/p/4319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forum-rightway.org/
http://opencongress.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j59Bt1EZBE&feature=plc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j59Bt1EZBE&feature=plcp


程序，並修訂《立法委員行為法》，以
取得發給必要費用之法源。（閱讀更
多）
 

立院踢爆 內政、財部巧立名目
編獎金

  立法院預算中心預算評估報告指
出，內政部與財政部等部分機關編列的
工作獎金沒有法源依據。內政部次長簡
太郎昨天表示，部分獎勵金編列，雖沒
法源依據，但是為激勵工作士氣，內政
部未來可檢討。（閱讀更多）
 

砍自己津貼？ 王金平今邀朝野
會商

  檢討「９Ａ立委」議題的層級拉
高。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近日表示，涉及
到制度公平性問題，就有檢討空間，國
民黨是執政黨，必須以身作則，主動檢
討，回應民意，展現負責任態度，不能
像民進黨，對待公務員和立委有雙重標
準。（閱讀更多）

先砍2A+1 藍提刪住宿補助研究
費

  經過兩個多小時激辯討論，立法院
國民黨團達成決議，針對社會關切9項
立委津貼補助（即9A）一事，將優先
建議刪除9A中的每月住宿補助費，立

http://www.ccw.org.tw/p/15125
http://www.ccw.org.tw/p/15122
http://www.ccw.org.tw/p/15124


法研究費，同時刪除非9A項目的每屆
行動電話購置費2萬元。這三項每年將
省下近3800萬元。但立院民進黨團主張
刪比較少的辦公事務費。（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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