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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公民ivod評鑑系列
12月04日 至政治
大學舉辦
12月06日 至政治
大學舉辦
12月15日 至三重
社區大學舉辦
01月12日 至南華
高中舉辦
01月19日 至台南
市社區大學舉辦
01月23日 至南華
高中舉辦

倡議系列
12月20日
【記者會】請讓民
主列席，開放旁聽
於法有據，立委怕
蝦米？！（閱讀更
多）
12月25日
【記者會】行憲紀
念成悼念 民間團體
要求立院刪除違憲
黑箱條款（閱讀更
多）

議題專文

【記者會】財團、中資下個目
標：全面掌控台灣選舉？ 政治
獻金修法中資、外資、公營事
業、標案廠商恐大舉入侵選舉

 政治獻金法目前已於12/10完成委員
會審查，初審通過之修正案共有四項變
動。日前許多媒體之報導皆著重在新增
之對「政黨捐贈總額限制」，並以「選
舉政黨獻金修法恐大幅受限」等標題報
導，讓人忽略了其實政治獻金法的四項
變動中（參考附件一），除了這一項，
其他三項其實都是放寬政治獻金的限
制。
 除了「不符規定之政治獻金返還期限
放寬」、「個人年度政治獻金上限由現
行二十萬元提高為三十萬元」兩項外，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呂學樟等19人所提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registrano.com/events/784f09
http://www.ccw.org.tw/p/16784
http://www.ccw.org.tw/p/1678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fhmSPXlWyw


12月28日
【記者會】公督盟
公佈立法院2012年
度代表字：廢 年度
十大新聞行政院秘
書長林益世涉貪案
登榜首（閱讀更
多）
01月04日
【記者會】雷聲大
雨點小，立委不要
當小刪 公督盟揭露
立法院預算審查亂
象（閱讀更多）
01月11日
【記者會】財團、
中資下個目標：全
面掌控台灣選
舉？ 政治獻金修
法中資、外資、公
營事業、標案廠商
恐大舉入侵選舉
（閱讀更多）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_第155集_關懷
生命 改造社會 從
流浪動物開始 網路影

片節目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

長）

受訪來賓：

林憶珊（關懷生命協會秘書處主

任）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呂學樟等19人所提
的「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在這個修正草案中，將原本對
「不當政治獻金」之捐款者之罰則，新
增了「只要已辦理返還」就不必處罰之
規定。（閱讀更多）

【記者會】雷聲大雨點小，立委
不要當小刪 公督盟揭露立法院
預算審查亂象

 中央政府財政持續惡化，但是立法院
在初審時，僅小刪21億坐收，等於一千
元刪一元，許多爭議預算甚至一毛未
刪。今年各委員會預算提案數都突破以
往紀錄，各委員會皆已超過5,000件，
然而儘管提案數多，最後刪減的金額卻
不如預期，平均一個提案才刪42萬，
113個立委一人才守下1千8百多萬。自
92年度以來，若不看101年度、97年
度，這兩個「大選前」的預算審議狀
況，往年平均刪減金額約為250億，21
億連往年平均刪減金額的十分之一都不
到。（參考附件「歷年預算刪減表」）
相較於委員在媒體前的大聲撻伐，真的

http://www.ccw.org.tw/p/16823
http://www.ccw.org.tw/p/16902
http://www.ccw.org.tw/p/16923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26
http://www.ccw.org.tw/p/1692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J6AUiFw3NI
http://www.ccw.org.tw/p/16902


 

周瑾珊（關懷生命協會專員）

 

（點此觀看影片）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蔡培慧教授談
《農村再生條
例》

2008年10月行政院
版，立法要旨中提
到「打造一個讓都
市人流連忘返的新
農村」，這句話背
後所隱含的意義其
實很簡單，就是一
種完全面向經濟發
展的思維，因此，
農業、農村遷就工
商業、都市，也點
出了這部法律的預
設就是要農村和農
業去服務於這一套
經濟發展的思維。
可是，實際上農業
本身也有其價值，
撇開社會文化層面
來談，農業也有其
重要的經濟價值，

 

是雷聲大雨點小！（閱讀更多）

【記者會】公督盟公佈立法院
2012年度代表字：廢 年度十大
新聞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涉貪案
登榜首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於今日（28日）上
午召開記者會，公布由民眾與民間團體
共同票選出的2012年「立法院年度漢
字」和「立法院十大新聞」。立院年度
漢字，由「廢」字獲選，而年度十大新
聞，則由「林益世涉貪案」取得榜首。
公督盟理事長施信民表示，民眾認為立
法院成效不彰，不符期待，所以選了
「廢」字作為警惕。他強調，希望本屆
立院能夠記取教訓，認真為民服務，明
年的漢字票選能夠拼一個有正面意義的
好字。（閱讀更多）

【記者會】行憲紀念成悼念 民
間團體要求立院刪除違憲黑箱條
款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2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26
http://opencongress.tw/node/2402
http://www.ccw.org.tw/p/1690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_WKM6NOJGw
http://www.ccw.org.tw/p/16823


可是農再條例（第
一版）卻把這些農
村與農業本身所具
有的價值看得較為
次要，反而覺得最
重要的是怎麼把農
村「觀光化」，把
農村的土地、景
觀、水資源等等都
視為是最後的資源
利用。因此我們覺
得這是「開錯處方
下錯藥」，因為雖
然官方有看到農村
人口外移、收入減
少等問題，但是卻
不去從這些根本的
地方來著手，反而
是覺得只要把農村
蓋得漂漂亮亮，這
一切就可以解決一
樣，因此我們認為
「農村再生條例」
並無法完成「農村
再生」的使命，這
才是最根本的問
題，而這個最根本
的問題背後隱含了
我們對於農村問題
的不同看法。（閱讀更

多）

 

出版資訊

 今日(25)是行憲紀念日，本來應該歡
慶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但是我們卻被
迫弔念。人民的權利正一點一滴地被侵
蝕，立法院更帶頭違憲。（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政治獻金修法中，台灣將大開港
陸政治獻金「金錢政治」之
門？！

本會期的立法院相當熱鬧，除了核四、
年終慰問金、預算、媒體壟斷、預算審
查等引起許多民眾關注的議題外，立法
院同時也在進行政治獻金法的修法。
（閱讀更多）

請讓民主列席，立法院開放法制
化連署推動

這陣子，教育文化委員會很熱鬧，從一
開始的學生代表到立法院不禮貌事件、
後來貢寮反核人士遭到立委的清場，本

http://opencongress.tw/node/486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TKO44hSGsI
http://www.ccw.org.tw/p/16789
http://www.ccw.org.tw/p/1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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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防腐計

星期立委更提案，禁止民眾進立法院旁
聽。
台灣已經民主化10多年了，現在居然有
立委還活在戒嚴時期？不准公民團體及
公民記者進入立法院旁聽？這樣的態度
真的令人很心寒。（閱讀更多）

禮貌入法：重點錯誤的立法院朝
野協商

 昨日(21日)立法院長王金平召開朝野
協商針對「社會人士到立法院備詢」一
事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將提修法，
把《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
由原本的：「各委員會開會時，應邀列
席人員，得就所詢事項說明事實或發表
意見。」改成：「各委員會開會時，應
邀之政府人員及社會人士有關係人員，
得就委員所詢事項說明事實或發表意
見，並準用立法委員行為法第7條有關
委員行為之規定。」（閱讀更多）

國會新聞

政院立院不同調 陳：特殊考量

 立法院朝野大砍國營事業今年績效獎
金到一點二個月，這回換行政院與立法
院不同調！行政院長陳沖昨天不予認同
並表示，若有獲利或擔負政策任務而虧
損，立院應該給予特殊考量，以細緻性
的程序及方法來決定績效獎金。（閱讀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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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p/16911
http://www.ccw.org.tw/p/16788
http://www.ccw.org.tw/p/16913


 

 

反媒體壟斷 藍黨團：平面媒體
納管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今天審查廣電三法
修正草案。國民黨人士昨天表示，數位
匯流時代，不管哪一種媒體都是載具、
載體，在此原則下討論反媒體壟斷、言
論自由等，「各種媒體載具都應該被討
論」，並非只限於廣電三法。（閱讀更
多）

總預算今起協商 在野提千案 要
砍數百億

 立法院朝野黨團今起將協商今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民進黨團提案刪減預
算項目約六百案，刪減總金額約四百億
元，台聯黨團與親民黨團也提出總計近
五百個刪減預算提案，希望監督政府
「減少浪費、撙節支出」，展現在野黨
為人民看緊荷包的立場。（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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