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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3月21日
志工培訓：如何看新聞、拍新聞
Part 2

3月29日
第八屆第二會期優秀立委頒獎典禮

3月30日、31日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系列講
座】帶你去看年金改革的崩世光景
（點擊報名）
 
4月1日
至建國中學分享公民體驗
 
4月3日
香港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來訪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 第164集
公督盟立委評鑑，法案好壞怎麼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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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施信民（公督盟理事長）

（點此觀看影片）

 
第165集預告

法官立委說了算？法院立院一樣

亂？
 

議題專文

【國會評論】每個人都能推動改變

  去年年底，一群努力推動國會資訊開放
的黑客們，在整理立法院公報時發現，雖然
當時公報已提供 word 檔，但是部分文字內容
卻是在word檔中以圖片的方式呈現（可參考
附加檔案的範例），造成使用與分析上的不
便利。例如當時的立法院公報第 3943 期，或
是行政院施政書面報告部分。
  公督盟不像黑客們會寫程式，但是寫公
文、聯繫相關部會倒是沒問題。得知這個情
況後，我們先打電話詢問了立法院公報處，
公報處表示：「行政院給什麼格式，我們就
放什麼」；於是公督盟在去年 12/18 行文至行
政院，請行政院在提供相關資訊給立法院
時，勿將文字以圖片或圖檔方式呈現。（閱
讀更多）
 

【公民看國會163集】文字稿：全台
房價直直飆，奢侈稅打房效果糟？

受訪來賓：張金鶚（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房價飆漲的原因之一乃是短期買進賣出的投
資客刻意轉手多次而造成價格提升，所以奢
侈稅目的在於打壓兩年內買進賣出房地產
者，他們須課稅10〜15％的稅收．而成效為
何，可分為兩方面去分析，一為原先預計可
課徵到150億的稅收，實質卻課不到50億，二
為實行至今，房屋轉手買賣雖有下跌，但最
為人關心的房價卻依然上漲．我們就課稅金
額與預期落差甚大來看，可能是因為原先的
投資客銳減或是政府尚未全面落實查稅機
制，讓許多投資客仍存有僥倖心態．而房價
仍上漲問題，張金鶚教授指出想藉由奢侈稅
把房價打壓下來是不可能的，奢侈稅對於房

價是一個短期的措施，而非長遠的方法。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registrano.com/events/417c72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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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w.org.tw/p/17070


播出時間：
2013年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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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秀娟（文山社大校長）
田蒙潔（密蘇里州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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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是一個短期的措施，而非長遠的方法。
（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系列講
座】帶你去看年金改革的崩世光景

主講：孫窮理｜苦勞網記者
時間：102.3.27(三) 1900~2100
地點：旅人好好窩，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
巷36號
報名方式：
(1)http://registrano.com/events/417c72，請填寫
手機，以便通知
(2)電02-23671571公督盟徐小姐，或寄信至
ccw@ccw.org.tw
(3)至旅人好好窩FB留言http://0rz.tw/OjV1l，
或電0937526709 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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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公館捷運站4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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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talk.tw/lifeshow_list.php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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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w.org.tw/p/17026
http://registrano.com/events/00a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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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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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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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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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新聞

缺席立委：浪頭上 吃力不討好

 國民黨昨天安排部分黨籍立委參觀核四
廠，包括不分區立委吳育仁、李貴敏、王育
敏，以及區域立委林國正、王惠美、徐欣瑩
與江啟臣等都在邀請名單上，卻只有吳育仁
一人賞臉，其他立委都因「另有行程」而缺
席。有立委表示，現在外面一片反核聲浪，
碰這個議題根本是「吃力不討好」。（閱讀
更多）

垃圾食物定義 王育敏促速規範

 國民黨籍立委王育敏今天表示，行政院衛
生署應儘快研議垃圾食物定義，並研擬在垃
圾食品包裝加註警語，減少民眾肥胖問題。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王育敏在立法院舉
行公聽會表示，她上會期提出食品衛生管理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限制兒童少年頻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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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節目播放垃圾食物廣告頻率、業者不得
以贈品行銷垃圾食物，但各界對垃圾食物定
義遲無共識。（閱讀更多）

立委主張修法 董氏籲統收統支／漲菸
「捐」？菸「稅」？ 財部拒表態

 立法院國民黨團昨天召開「若菸價調整，
應調整菸稅？菸捐？」記者會，衛生署國健
局長邱淑媞、國民黨立委廖國棟主張修改
「菸害防制法」提高菸品健康捐，以價制
量，反菸團體「董氏基金會」則建議調高菸
稅，降低菸品製造量，達到減少吸菸人口。
（閱讀更多）

盼性別實質平等 民團連署廢通姦罪

 民進黨立法委員尤美女今（19）日上午協
同民間團體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宣佈發起
廢除刑法通姦罪連署活動。現代婦女基金會
董事賴芳玉表示，此種表面看似平等，但實
際卻是針對女性的「紅杏出牆」條款，無法
達到保障婚姻和家庭的目的。尤美女則提
到，2月底兩公約人權審查專家來台灣時，也
建議廢除通姦罪，台灣應重新思考通姦罪是
否該存在。（閱讀更多）

夫妻分開計稅不夠 立委再推分開報

 大法官會議宣告「夫妻合併計稅」違憲，
財政部提出所得稅法修正案，維持夫妻合併
報稅，新增「分開計稅」第三種報稅方式，
不過立委與學者認為「合併申報」還是違
憲，形同懲罰婚姻，立委打算再修法推動
「夫妻分開報稅」。（閱讀更多）

反迫遷抗爭 華光居民籲優先安置

 針對台北市政府從上月開始強制拆除華光
社區老舊房屋進行開發一事，立法委員田秋
堇、尤美女、吳宜臻、陳其邁及反迫遷的民
間團體20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政府應遵守兩
公約施行法中的「適足居住權」，居民無論
租用、占用、非正規等各種形式，應受到一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p/17080
http://www.ccw.org.tw/p/17079
http://www.ccw.org.tw/p/17078
http://www.ccw.org.tw/p/17076


定程度的保障，如今卻強制迫遷，並沒有給
予安置，非常不合理。（閱讀更多）

花61億蓋大樓 台聯批無殼部會竟拒遷
入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今（19）日上午
召開記者會，披露政府耗資61億元興建的新
莊聯合辦公大樓，雖然還沒完工，但已傳出
文化部、勞委會、原民會等部會以「辦公不
便、空間不敷使用為由」拒絕搬遷。台聯痛
批，此舉讓新大樓與部會租金預算形成雙重
浪費，一年估計要另外花掉2億元的租金，呼
籲各無殼部會應遵循原規畫搬遷，否則不排
除刪減各部會租用辦公室預算。（閱讀更
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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