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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講座演講
5/15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賴中強律師  
5/29 
自由經濟示範區/台
大經濟系林向愷教
授(點此報名)
 
IVOD公民評鑑
5/15 北一女中
5/31 建國中學
 
推廣教育
5/12 張宏林執行長
至高雄醫學大學演
講
5/14 高雄醫學大學
介紹公督盟
5/21 陳建甫老師及
淡江大學學生至立
法院參訪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 
第171集
核四公投亂闖
關！非核家園
這麼難？！ 網路影

議題專文

【講座報名】《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
手》系列講座

 拿五年後薪資做實驗，你敢不敢？──
談自由經濟示範區

為了拯救「悶經濟」，「五港一空」的自由經
濟示範區實施在即，究竟會讓台灣薪資五年後
成為亞洲倒數第一，淪為「加工出口區」？還
是能帶領台灣經濟和周邊國家平起平坐？(點此
報名)

【講座摘要】國會一言堂？!—社會人士
列席與發言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registrano.com/events/a864a8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706
http://www.ccw.org.tw/p/17702
http://registrano.com/events/a864a8
http://www.ccw.org.tw/p/17707


片節目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督盟執行長）

 
受訪來賓：

施信民（公民國會監督聯盟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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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觀看影片）

 
第172集預告

就決定是你了！神奇立委養成
日記
 
播出時間：
2013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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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凡儀、李惠湘、洪葦珊（中原
大學公民督之美計畫小組成員）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立法委員是怎
麼選出來的？
任期有多長？
目前第八屆立
法院的政黨比
例如何？

A：

現任之第八屆立法
委員是於2012年1
月14日之選舉中選
出。此次選舉為中
華民國立法院採用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

後的第二次選舉，

在國會法制化論壇的第一場：國會一言堂？!—
社會人士列席與發言中，主持人政治大學政治
系教授楊婉瑩提到，去年大家最記憶猶新的陳
為廷事件，雖然媒體後來形容為是「禮貌事
件」，但其實「制度上去隔離民意的參與」恐
怕才是更重要、也更值得大家思索的議題。立
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以及第九條，都名
列立法院各會議得邀社會人是列席、以及會議
公開原則。但是實際上立法院公開的程度其實
是非常低。上次黃承儀研究員也曾在司法法制
委員會中被質疑發言的權力，只因為他不是立
法委員，而是學者。也就是不管是學者專家、
民眾旁聽，其實都是被擋在門外的。而今天，
我們就要來談談國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閱
讀更多）

【不可不知的：證所稅修正案】

要了解證所稅，首先必須了解什麼是「設
算」？什麼是「核實」？

「設算」：有交易就要課稅，就像是證交稅

「核實」：依據所得課稅

而目前國民黨團版提出的修正方向：
1. 取消天險 (即「8500點才開始課稅」)
2. 散戶免徵
3. 交易額達十億之大戶，由原本之 2015 年開始
核實課稅，改成超過十億元之部分才課稅。
剛才，李貴敏委員在質詢時提出：前兩項基本
上同意，但針對十億元大戶，真的要從原本的
課 2000 萬元改成課 1 萬元嗎？是不是有違「抓
大放小」的課稅原則？

隔了一年，證所稅又再度成為焦點，雖然對一
般人來說，可能不太容易了解；但如果作為公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70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70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706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2511&qid=212633
http://www.ccw.org.tw/p/17711
http://www.ccw.org.tw/p/1770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601605353960&set=a.203916478959.131785.154580453959&type=1&theater


 

後的第二次選舉，
同時也是四個新直
轄市（新北市、臺
中市、臺南市及高
雄市）改制升格後
的首次立委全面改
選。
第八屆立法院的總
席次計有：73席單
一選區、6席原住
民、及34席全國不
分區，共計113
席。其中，執政的
國民黨取得過半數
的64席，最大在野
黨民進黨40席，台
聯與親民黨各3
席，無黨團結聯盟
2席，無黨籍1席。
全體立法委員於
2012年2月1日宣誓
就任，任期為四
年，至2016年1月
31日。（閱讀更多）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

 

民的我們總是健忘，要如何要求國家的政治人
物不短視近利呢？（觀看更多）

精選文章

【會議週報】05.20〜05.23 委員會議程

非核家園不缺席！公督盟
參與519遊行

由環保聯盟團體發起的519反核遊行，公督盟常
務理事陳建甫老師、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以
及公督盟工作人員參與遊行，共同為台灣美麗
的未來而走。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也將在5月20日審查四個
版本的非核家園法，分別是：行政院版的「能
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民進黨及台
聯版的「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親民黨版的
「零核電家園推動法草案」、以及陳其邁版的
「非核家園施行條例草案」，歡迎關心的朋友
們於可線上收看 IVOD！
 

就決定是你了！神奇立委觀察日記收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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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企管系與
商設系兩邊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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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成員中原企管系四年級的李惠湘表示，政
治議題畢竟嚴肅，為吸引大學生的注目，他們

 

http://www.ccw.org.tw/p/17711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601605353960&set=a.203916478959.131785.154580453959&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601695898960&set=a.10151509426858960.1073741828.154580453959&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600538813960&set=a.203916478959.131785.154580453959&type=1&theater
http://ivod.l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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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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不少年輕人熟悉的卡通「神奇寶貝」，決
定套用神奇寶貝「訓練、收服、認養」的概
念，民眾好比「訓練師」，對於自己關注的立
法委員加以監督，讓立委問政朝向理想的方向
發展。
本週五的《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邀請到計
畫的幾位成員上節目，希望有更多人能夠到
「就決定是你了！神奇立委！」粉絲頁參加活
動，快交出你的觀察日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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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吳宜臻等人辦反核救台灣

民進黨籍苗栗縣議員詹運喜上午和黨籍立委吳
宜臻，在苗栗市玉苗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反核
救台灣」活動，作家李喬、民進黨苗栗縣黨部
前主委徐進榮等人說明反核立場，與民眾交換
意見。
詹運喜強調反核應從開源、節流角度思考，台
灣如增加太陽能、風力及水力發電，同時使用
節能的供電、照明設備，核四根本沒必要興
建，且從核安角度來看，核廢料迄今無法安全
處理，民眾更應體認反核的重要。（閱讀更
多）

藍營立委跳票 封殺綠營凍漲電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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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forum-rightway.org/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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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f=ts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3/7907944.shtml


馬政府堅持十月調漲電價，多達五十餘位國民
黨立委上週連署要求待經濟成長率連續三季超
過三％再調，不過，當立法院民進黨團趕在
「五一九終結核電大遊行」之前，在院會提案
變更討論事項，增列要求經濟部撤銷十月調漲
電價公告的決議案，卻遭藍營立委集體投下反
對票封殺。（閱讀更多）

證所稅急轉彎 立委批玩弄經濟

國民黨立院黨團拍板定案證所稅的修正案，立
委李桐豪17日召開記者會表示，證所稅政策反
反覆覆，如今證所稅政策急轉彎式的修改，沒
有跟在野黨溝通討論，就直接壓迫財政部進行
修正，玩弄經濟口號。
李桐豪說，馬英九總統在去年4月15日喊出證所
稅復徵是為了「賦稅正義」的目標；財政部長
張盛和在今年4月24日強調證所稅要滿一年再檢
討比較好，李桐豪強調，現在臨時修法，完全
違背了理性問政原則。（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Copyright 2010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Citizen Congress Watch）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3號10樓
電話：02-2367-1571 | 傳真：02-2364-1694 | 聯絡我們 | 取消訂閱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3號10樓

取消訂閱本訊息
不要再收到任何訊息

http://n.yam.com/tlt/life/20130518/20130518488763.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60291/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546446218960.1073741836.154580453959&type=3
http://www.ccw.org.tw/
http://www.ccw.org.tw/contact-ccw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optout?reset=1&jid=&qid=&h=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unsubscribe?reset=1&jid=&qid=&h=
http://crm.ccw.org.tw/civicrm/mailing/optout?reset=1&jid=&qid=&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