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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講座演講
5/4 讓民主列席—
國會開放法制化論
壇（點擊觀看報名
訊息）
4/15 「帶你去看年
金改革的崩世光
景」（講座摘要）

5/01
拜訪親民黨、民進
黨黨團

IVOD公民評鑑
4/18 明志科技大學
5/06 亞東技術學院
5/07 銘傳大學、淡
江大學
 
推廣教育
4/30 台大政治系演
講
5/02 萬華社大公民
週
5/07 淡江大學
5/14 高雄醫學大學
介紹公督盟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 

議題專文

【講座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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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3年5月4日 星期六  09：00~17：00  
 午餐自理
地點：NGO會館，台北市青島東路8號

報名方
式：http://registrano.com/events/20130504（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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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集
爭取青年權
利，台少盟推
下修投票年
齡 網路影片節
目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督盟執行長）

 
受訪來賓：

高榮志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

會主任）

（點此觀看影片）

 
第169集預告

霧裡看花立法院，公民參與更

清晰

 
播出時間：
2013年5月3日（五）16:00-
16:40
直播網址：
http://newtalk.tw/lifeshow_
list.php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督盟執行長）
 
受訪來賓：
鄭麗君（民進黨不分區委員）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憲法有關立法院的規定有哪些？

A：

立法院是負責審查中華民國各項法

案以及預算的機關。依據《中華民

國憲法》第39條、第43條、第55

更多）

李慶華委員提出核四公投案之投票結
果：

針對國民黨黨團議案之表決結果如上圖
(左下圖) 立法院長王金平宣讀表決結果時，旁邊
聚集了許多委員
(右下圖) 然後，我們就看不到 IVOD 畫面了（觀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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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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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62條至第76條、第104條、第

105條，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2

條至第7條等規定，立法院的主要

職權，包括：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決）算

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

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之權。

 
凡法、律、條例、通則均需經立法

院通過、總統公布，方得施行。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

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

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

案送達行政院10日內，移請立法院

覆議。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

於送達15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

期間，立法院應於7日內自行集

會，並於開議15日內作成決議。覆

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

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

應即接受該決議。

另外，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

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

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72小時

後，應於48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

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10日內提

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

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

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

任案。

 
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應於發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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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TF 非核臺灣論壇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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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若該緊急

命令係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立法

院應於3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7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

舉投票日後發布者，應由新任立法

委員於就職後追認之。如立法院不

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閱讀更多）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為公督

盟最新出版品，報名參與5月4日

「讓民主列席—國會開放法制化

論壇」便將會於現場贈送！（點

擊觀看報名訊息）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
140期
歡迎來電02-2367-
1571免費索取！
 

與會對象︱自由參加（點擊此處瞭解更多）

公督盟招募志工

我們需要志工朋友的協助！我們不需要你有很
強的專業能力，最重要的是你也認同，我們的
國會需要改變！什麼都不做，一切國會亂象都
不會改變。你的參與，將會讓更多人深入瞭解
國會政治！
如果你會影片剪輯或美術設計，公督盟歡迎你

來協助我們製作新聞片段或各

http://www.ccw.org.tw/p/17685
http://www.ccw.org.tw/p/17598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www.forum-rightway.org/article/article.php?articleid=3496
http://www.forum-rightway.org/article/article.php?articleid=3496


4-24陳歐珀委員於

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質詢教育部

長蔣偉寧

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來協助我們製作新聞片段或各
式圖表懶人包。
如果你對國會議題有完整見
解，也歡迎投稿讓更多人知道
你的想法。
如果你想親自看看立委怎表
決，公督盟帶著你們一起進入

立法院旁聽。
即便你很忙碌沒時間親自出席，歡迎你觀看
IVOD進行紀錄，讓更多人知道新聞所沒有完整
報導的部份。（點擊瞭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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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歐珀質詢大背宋詞 要求英語列官方
語言

民進黨立委陳歐珀今（24）日在立
法院教育委員會質詢時，要求教育
部長蔣偉寧應將英語列為我國官方
語言，同時他還大背陸游的《釵頭鳳》，想藉
此表示各種語言的特性，不過蔣偉寧說，尊重
立委，但教育部現在沒有這樣的想法。陳歐珀
要背詩之前，蔣偉寧還問他，「您要用唱的
嗎？」（閱讀更多）

黑暗國會 人民旁聽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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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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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w.org.tw/p/17017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youtu.be/A4eOKAQH2Ig?t=1m45s
http://www.nownews.com/2013/04/24/91-2930480.htm


委員會是立法院議事中討論並交
換朝野意見最重要的階段，但台灣立法院卻以
內規限制，拒絕民眾進入旁聽。綜觀其他民主
國家的國會，皆以會議公開為原則，民眾可依
規定申請隨時進入旁聽。對比之下，身為最高
民意機構的立法院，卻是個拒絕讓人民瞭解並
進而監督的黑暗國會。（閱讀更多）

藍盼通過核四公投案 在野質疑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今天說，希望核能
四廠公民投票案儘快出國會；不過，民進黨團
及親民黨團都質疑。
 
立法院院會將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李慶華領
銜提出、主文為「你是否同意核四廠停止興建
不得運轉？」的公投案逕付二讀並交付朝野協
商。
 
中國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鴻池受訪表
示，希望核四公投案儘快送出立法院，年底前
完成公投。（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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