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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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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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專文

【國會評論】創下六年來刪除比
例新高的總預算，人民滿意了
嗎？

昨天（15日）立院三讀通過102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減列數新台幣
372億元，刪減比例約1.9％，各界也紛
紛以斗大標題報導這次之刪除比例「創
近六年新高」；然而，人民滿意嗎？
公督盟對此有幾點觀察：
一、刪除比例不能只和去年比
有些媒體在報導時會提到「首長特別
費、水電費、上下班交通費等『通案』
項目，刪減金額多達三一五億元，將近
暴增為去年度刪減金額一倍左右」，但
我們要提醒民眾，101年度的預算因為
適逢選舉前，朝野聯手對預算放水，因
此刪減金額是「破紀錄的低」，若拿這
次刪減的數字和去年的極端值相比，而
得出「刪減金額暴增」的結論，可能不
夠客觀。
二、刪減比例近六年新高，赤字預算
仍高達1,741億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中央政
府總預算已連續多年皆為赤字預算，早
期主要仰賴歲計賸餘之移用，但近幾年

則多仰賴長期債務之舉借及短期借款之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registrano.com/events/784f09
http://www.ccw.org.tw/p/1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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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17日
Open Data「零時政
府」團隊來訪
01月22日
台南大學師生來訪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_第156集

專訪社福衛環委員
會績優立委－劉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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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國（立法委員）

 

則多仰賴長期債務之舉借及短期借款之
調度，造成未償債務迅速累積，不但有
違健全財政原則，且恐有惡化通貨膨脹
之疑慮。
今年度之預算雖然「大砍」了372億，
但歲入歲出差額仍然高達1,741億，若
不討論101年特殊狀況（赤字2,090
億），其赤字程度也是近九年來最高！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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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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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3
http://www.ccw.org.tw/p/1693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fhmSPXlWyw


（點此觀看影片）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黃泰山先生談
《動物保護
法》

貓狗人共和國黃泰
山先生：資本主義
社會容不下除了有
錢人以外的生物

只有政大抓狗嗎？
清大交大都曾經有
要抓狗，但每隻狗
都要有認養的學
生。
以前每次交大要抓
狗的時候，我們的
運動策略就是把狗
趕到別的學校，例
如交大抓狗，我們
就把狗趕到清大。
這件事情是上媒體
之後才停下來。由
此可知，台灣的動
物保護仍需要依靠
輿論。但動保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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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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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43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43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6707
http://www.ccw.org.tw/p/1692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J6AUiFw3NI


 

的問題是，地方層
級上很多沒有動保
單位，真正執行的
是清潔隊員。（屬
於環保局）
 
為什麼台灣流浪狗
問題這麼多？
老師說，這和台灣
飼主觀念有關。台
灣飼主並不認為丟
狗是一種不道德的
行為。雖然台灣的
愛心爸爸、愛心媽
媽很多，他們也事
實上解決了一部分
的問題，但流浪狗
的源頭，也就是飼
主，沒有解決的
話，並不能有多大
的改善。實行ＴＮ
Ｒ也是一個控管源
頭很好的辦法。更
重要的是，台灣在
生命教育上出現很
大的問題。我們的
生命教育僅僅在於
動物園，卻沒有從
小教導小朋友該怎
樣認識生命、尊重
生命。這個問題也
會在每次的動物明
星熱潮出現之後更
加突顯，例如許多
名貴的犬隻就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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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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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文章

 

http://www.ccw.org.tw/p/1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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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人厭煩了，或
者跟電影、電視中
的樣子不一樣，就
被棄養。例如拉不
拉多、黃金獵犬，
和哈士奇。（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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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自主？是誰下令驅離陳情學
生？

1月11日（五）「反媒體巨獸青年聯
盟」學生，趁中午立院駐衛警交班之
際，由側門衝入立院，聚集坐在大院穿
堂外，要求立院各黨團對國民黨黨團否
決民進黨所提「廣電三法」修正案進行
說明。由於沒有經過申請，此佔領立院
外穿堂廣場的動作，立刻引發駐衛警與
抗議學生團體的對峙（閱讀更多）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投書於
自由時報(1/17)

許多媒體紛紛以預算刪除創十年新高，
做為立法院針對一○二年中央政府預算
刪減註解。然而真有這樣高嗎？若就一
○二年中央政府預算刪除達三七○億來
看，的確創下總金額刪減新高，但我們
應該要以預算數的刪除比例來看，才會
更客觀。畢竟今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歲
出高達一兆九四四六億元，而歲入僅有
一兆七三○二億來看，預計舉債金額達
到二一四四億元，同樣創下八年來新
高，也讓國家舉債瀕臨破表！（閱讀更
多）

政治獻金修法中，台灣將大開港
陸政治獻金「金錢政治」之
門？！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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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2
http://www.ccw.org.tw/p/16944


國會防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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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新聞

審預算見樹不見林 專業不足

 立法院挑燈夜戰三讀通過今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朝野大刀一揮，總刪減金
額創下近十年新高。遺憾的是，仔細檢
視審議結果，「通案刪減」金額雖成為
歷年之最，但「指定刪減」卻創新低，
立委諸公們審查預算，恐怕仍陷入「見
樹不見林」思惟，未能真正有效發揮監
督政策之效。（閱讀更多）

總預算砍370億 馬任內新高 
年終慰問金減八成 公僕交通補
助全刪

 立法院昨趕在本會期最後一天，三讀
通過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原列
一兆九千多億元，因景氣差，朝野聯手
大砍三百七十億元，刪幅百分之一點
九，創馬政府上任以來新高。其中，軍
公教福利大縮，退休年終慰問金大砍逾
八成、公務員交通補助全砍、退將春節
慰問金砍近六成，這三項就刪除約一百
二十多億元；立委也自砍福利近億元。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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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912
http://www.ccw.org.tw/p/16931
http://www.ccw.org.tw/p/16933


防綠罷免立委 藍擬修法提高難
度

 民進黨、台聯最近討論罷免國民黨立
委沸沸揚揚，但國民黨早已預留伏筆，
立法院上會期國民黨團連署提案的「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將公職
人員罷免案連署的審核標準比照連署參
選正副總統規格，藉此提高罷免難度，
未來將視綠營推動罷免狀況，伺機而
動。（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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