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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3/30-3/31
國會監督志工 基
礎培訓（相關影像
紀錄）

4/3
香港各政黨青年精
英參訪團來訪（相
關影像紀錄）
 
4/  1 至建國中學分
享公民體驗
4/15 至中原大學演
講
4/18 至明志科技大
學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 第
166集
大眾媒體怎麼看？
新聞清流何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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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福岳（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

會公共事務長）

議題專文

公督盟針對部分委員對評鑑的批評與
指教，回應如下，敬請點擊瞭解：

（閱讀更多）

【講座摘要】帶你去看年金改革的崩
世光景

去年十月爆發勞保財務危機以來，針對年金
改革的討論不斷，朝野各黨也提出各種不同
方案版本，但至今仍未達成共識。「勞保破
產」的議題，也讓民眾開始擔心起自己退休
後的生活，也關心起年金改革的議題，然
而，各種不同的方案版本和計算費率卻又複
雜的讓人搞不懂。

這次年金改革講座，苦勞網孫窮理大哥用很
清楚的方式介紹了年金改革，也提到了幾個
一般民眾能夠切入的重點：（閱讀更多）

2013年4月12日，停建核四之表決結
果：

精選文章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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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ustin.tv/mrnewtalk/c/214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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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觀看影片）

 
第167集預告

爭取青年權利，台少盟推下修
投票年齡
 
播出時間：
2013年4月19日（五）16:00-
16:40
直播網址：
http://newtalk.tw/lifeshow_
list.php
 
節目主持：
顧忠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
理事）
 
受訪來賓：
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
進聯盟秘書長）
吳政哲（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
進聯盟研發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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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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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決定是你了！神奇
立委！

公督盟去年經中原大學廣告行銷服務學習甄
選， 被列為輔助推廣的團體之一， 並由一組
同學組成「公民督之美小組」來協助。 同學
很有創意的企劃了「神奇立委」的認養活
動。
看得出來這張圖片是哪位委員嗎？歡迎各位
點進去觀看！也請為「就決定是你了！神奇
立委！」粉絲頁點讚，鼓勵學生關心立法院
與國會政治！
 
中原大學的學生認為：選擇放棄、忽略，這
個運轉國家的零件就注定腐敗。
與監督國會經驗豐富的公督盟合作，
把立委評鑑資料結合神奇寶貝提供有趣的方
式，希望讓大家更了解立委。
一起監督立委去！

2013全國NGOs環境會議（十週年）

http://www.justin.tv/mrnewtalk/c/2144529
http://www.justin.tv/mrnewtalk/c/2144529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2511&qid=212633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1427
http://www.ccw.org.tw/p/17004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54991847953137&set=a.352228204896168.1073741825.351911604927828&type=1&theater
http://www.facebook.com/pages/%E5%B0%B1%E6%B1%BA%E5%AE%9A%E6%98%AF%E4%BD%A0%E4%BA%86%E7%A5%9E%E5%A5%87%E7%AB%8B%E5%A7%94/35191160492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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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全國NGOs環境會議十週年了！就在
4月21日星期日！這次公督盟也參與合辦， 在
「環境保護與國會監督」這個議題中，邀請
了許多同時關注環保與國會法案的重量級人
物演講！
  除了公督盟常務理事顧忠華與執行長張
宏林外，還有公益與環保律師林三加、環保
聯盟屏東分會洪輝祥會長、國會助理陳秉亨
與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廖本全副
教授〜
  報名費只要100元（含午餐及茶點），這
種演講機會少有！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起參
與！歡迎填表報名！（點擊此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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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六)0900~1700 讓民主列席--國會開
放法治化論壇

  公督盟自第八屆第二會期，開始有計畫
地組織國會監督志工到立法院旁聽，親身挑
戰立法院內規裡許多不民主的限制，歸納出
幾個在當前很需要突破的議題，第一，立法
院需廣邀社會人士列席和發言，為國會提供

 

http://www.tepu.org.tw/?p=10556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cgnJLpknmc9bitZzIJWWyQ4aSXRu5bVk9YgPQbsVl8/viewform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2013-4-2呂學樟委員於院

會，質詢行政院長江宜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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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面向的意見；第二，建立民眾旁聽機
制，促使會議透明化並接受公開監督；第
三，設置國會頻道，提供即時、完整且中立
的問政資訊。
  台灣的民主仍在探索階段，面對許多權
威、不透明的制度，我們習以為常，無法想
像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於政府資訊透明
公開的要求，究竟走得多遠，因此透過這個
論壇我們要看看不同國家的經驗，在國會透
明上做到什麼程度，有哪些可能，而台灣要
如何突破現在的困境，制度化的改革。
  國會必然是屬於人民的、公眾的，但也
需要人民自己奪回，許多的問題還有待社會
上公民意識覺醒，必須有更多民眾了解並一
起共同爭取。（閱讀更多）

國會新聞

甄嬛比喻江揆「核四真難轉」

國民黨立委呂學樟昨質詢
時，無厘頭的拿《後宮甄嬛
傳》劇照，把行政院長江宜樺比為甄嬛、台
北市長郝龍斌成了華妃，新北市長朱立倫則
是皇后，3人在核四公投問題角力，變成《核
四真難轉》，成為議場笑點。
 
呂說，江是沒有背景的教授，就像甄嬛，但
目前站在最有利位置，以後當上皇太后；郝
是華妃，有哥哥年羹堯撐腰，但最後被打入
冷宮、自殺；朱是皇后，有顯赫背景，但仍
不敵甄嬛。呂還引用甄嬛的台詞「有時候不
爭，比能爭會爭之人有福多了。」江苦笑回

http://opencongress.ccw.org.tw/node/1427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www.ccw.org.tw/p/1757
http://www.ccw.org.tw/p/1757
http://www.ccw.org.tw/p/17598
http://www.ccw.org.tw/p/1759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xSQxeugmpg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403/34928156/


2013-4-9吳育昇委員於院會

質詢江宜樺院長與法務部曾

勇夫部長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應。 （閱讀更多）

藍委核四公投案送出 最快19日處理

 由國民黨立委李慶華領銜連署的核四公投
提案，今(12)日正式提出，送到立法院議事
科，依照程序，該案下周二(16日)將會排入程
序委員會審議，最快下周五(19日)將會確定核
四公投案成案與否。（閱讀更多）

死囚光榮赴死 吳育昇失言

國民黨立委吳育昇昨在立法
院總質詢中對死刑議題開
砲，批法務部雖已槍決十五位死刑犯，但仍
有五十六位死刑犯未執行，比部長曾勇夫上
任時的四十四人還多，「不進反退！」

吳育昇質疑，法務部故意不執行死刑，才會
有死刑犯在監牢中病死（指去年初病死獄中
的死刑犯方金義），「他可以光榮赴死、可
以接受法律制裁，你把他關到病死那他算什
麼？」 （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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