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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2月25日

志工春酒聚會（點擊此處觀看相關照片）

3月4日
不只309上街，你必須知道的核四關鍵議題座談會

3月7日
志工培訓：如何看新聞、拍新聞（點擊此處觀看相關照
片）

3月9日
廢核大遊行（點擊此處觀看相關照片）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 第162集

核四危機在哪裡？公民投票怎麼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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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翰（非核家園大聯盟執行長）

施信民（公督盟理事長）

（點此觀看影片）

 
第163集預告

奢侈稅富了誰？
 
播出時間：
2013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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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專文

公督盟第八屆第2會期複審會議開放報名！

公督盟將於2013年3月16日(六) 於景行活動中
心 (景美捷運站樓上) 舉行第二會期複審會
議，敬邀您來參加！
本聯盟收到您的報名表後，會以電話通知確
認您的報名結果。請於3/08(五)以前將報名表
填寫完畢，感謝！
當天會後會直接公布第二會期的優秀與待觀
察立委，誠摯地邀請各位民眾，能撥冗參與
我們立委評鑑最後階段的複審會議，讓整個
評鑑的過程可以更豐富、多元〜（點擊此處
填寫報名表）
 

3月30日至31日 國會監督志工。基礎
培訓

時間：102.3.30(六)
0900~1700、3.31(日) 0900~1230，共2日

地點：南華高中，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58號
課程：
一、認識公督盟；
二、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三、法案審議1。2。3；
四、生活關係事件簿(1)(2)；
五、志工注意事項
費用：
非公督盟志工收費200元，公督盟志工免費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
http://registrano.com/events/00ade2
(2)來電詢問02-23671571 徐小姐（閱讀更多）
 
2013.3.9廢核大遊行（台北）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2370&qid=204420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475881433960.1073741825.154580453959&type=1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480021628960.1073741826.154580453959&type=3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03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03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036
http://newtalk.tw/lifeshow_list.php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P-M4m2jogs8QX2nYZ2iZ_FKNWuaW9P2Gu0Rkg6Zkvc/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ccw.org.tw/p/17026
http://registrano.com/events/00ade2
http://www.ccw.org.tw/p/17026


受訪來賓：
張金鶚（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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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督盟施信民理事長、顧忠華理事與工作夥
伴們一起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等眾多組織上
街遊行，表達我們對於廢核的訴求。
 
公督盟評鑑Q&A
 
Q：主提案採計量的方式，讓委員「拆案」衝
法案數、不認真寫案，拿舊的案子重複提、
甚至只有改個數字…等問題如何解決？
 
A：
關於拆案：雖然有的委員可能真的是為了衝
提案數，但也有可能有「有一條容易改，有
一條不容易改，所以分開提案」提案的狀
況，所以很難做主觀的判斷說拆案一定就不
好。
關於重複提案：難道重複提案就代表不認真
嗎？也許是重要的法案一直不過。
改個數字就叫很混嗎？例如政黨法修法，補
助的百分比就是很重要的。
 
這些問題都會有許多涉及到主觀、價值的判
斷，這也是量化採計永遠都會有的問題。基
本上，公督盟仍會維持目前的架構，並希望
未來能有更充裕的能量去做法案品質的監
督，以及利用「揭露委員是否有認真推動自
己提案」的方式抑止部分委員刻意衝高案件
數之情況。（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徵人啟事】公督盟徵 企劃部主
任、政策專員

【職務名稱】企劃主任、政策專員
【工作性質】全職
【上班地點】台北市羅斯福三段，台電大樓
捷運站旁
【上班日期】可立即上班
【上班時段】09：00—18：00（需視任務加
班，可補休）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組織福利】勞健保、三節獎金（閱讀更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1427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1427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480021628960.1073741826.154580453959&type=1
http://www.ccw.org.tw/p/16962
http://www.ccw.org.tw/p/17004


 

監督國會季刊第140期
歡迎來電02-2367-1571免費索取！
 

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多）

免費索取「監督國會」季刊

公督盟每季固定印製發送「監督國會」季
刊，歡迎付郵資索取！意者請來電02-
23671571，洽行政部。
或可點此線上試
讀：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公督盟即將發行《第一次監督國會就
上手》，徵求50字以內「監督金句」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近期即將發行《第一次
監督國會就上手》工具書。
本書將走輕薄短小的Q&A介紹，讓關心的民
眾可以快速學會怎樣以各種工具監督立法
院。
 
誠摯地邀請各位關心國會改革的公民們。提
供50字以內的「監督金句」，我們將適度篩
選後放到書中每頁下方的註腳處，希望藉著
這本書，能讓更多人熟悉國會運作，也讓立
法委員能夠知道一般民眾的心聲！
經採用者，將於正式出版後致贈一本《第一
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點擊此處試讀
點此線上填寫金句

反核恐將因公投面臨決定性挫敗

爭議多時的核四
廠興建案，即將
在半年後進入民意對決。行政院院長江宜樺
宣布，核四要接受全國公投檢驗，估計在今
年七、八月進行「核四停建公投」。表面上
來看，這是將核四興建與否交由全民來決
定。實際上，因為公投門檻設計，反核勢力
極可能在這場戰役中面臨決定性的挫敗。
（閱讀更多）
 

[訊息轉錄] 與選民的契約 對環境的承
諾──籲請張曉風委員不要輕言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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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的詩人、散文作家張曉風，以筆、以
行動積極投入保護濕地，捍衛環境之後，搖
身一變同時為保護土地環境的社會運動人
士，尤其捍衛202兵工廠濕地上的作為，備受
激賞。事逢2012年總統及立委大選，急欲東
山再起的親民黨決定提名張曉風為第2名不分
區立委，在選民熱切期待與投票下，親民黨
果然也順利跨過門檻取得二席不分區立委席
次。（閱讀更多）

國會新聞

藍「擁核」立委 遭反核民眾嗆罷免

 不滿執政黨立委替馬政府的核電政策護
航，有公民團體今天在廢核遊行現場，設起
投票箱，還放上態度擁核的立委照片，讓民
眾公投，罷免這些擁核立委，沒想到國民黨
立委吳育昇的投票箱最踴躍，甚至連過去的
緋聞，也被民眾拿來大開玩笑。（閱讀更
多）

立院召委選舉 藍10席綠6席

 立委院7日票選第3會期各委員會召集委
員，結果國民黨團拿下10席，民進黨有6席。
財政、司法法制全由國民黨委員勝出，其他
委員會兩黨各有一名。（閱讀更多）

「太上委員會」 左右法案 程委會
兵家必爭

 立法院長王金平今天將就各黨團推薦程序
委員會委員進行朝野協商。不過，每一黨召
委與委員分配人數，卻可能宰制第三會期可
以有哪些法案過關，既是兵家必爭之地，處
於弱勢的在野黨今天必然傾全力爭取。（閱
讀更多）

拒背書！丁守中爆：林鴻池說公投主
文「是上面決定的」

http://e-info.org.tw/node/84228
http://www.ccw.org.tw/p/17048
http://www.ccw.org.tw/p/17039
http://www.ccw.org.tw/p/17040


 國民黨團7日提出核四公投主文，但卻遭同
黨立委丁守中抨擊，主文竟然納入「停建」
以及「不得運轉」的選項，不但指涉投入興
建核四經費形同浪費，更阻斷核四廠未來改
建其他電廠的餘地；他更爆料，黨政策會執
行長林鴻池說，公投主文及理由書的方向是
「上面決定的」。

 對於公投主文，丁守中抨擊根本是「語意
不清」，核四即使停建，也有改建的空間，
但是主文又限定「不得運轉」，不但容易造
成興建核四投入的2,838億形同重大投資浪
費，更剝奪了核四廠未來改建的餘地。（閱
讀更多）

立委林滄敏爆弊案 疑施壓學校護航
廠商

據最新一期《壹週刊》報導，林滄敏辦公室
在開標當天，傳真一份凍結中教大全部校務
基金預算的提案給校方，迫使中教大不惜踩
違法紅線，專簽同意特定廠商以高出底價近
300萬元的金額得標。更令人非議的是，專簽
在開標當天就火速跑完大部分流程，最後校
方還派出承辦採購案的總務長，親自帶隊北
上向林滄敏「道歉」。（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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