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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講座演講
5/29 
自由經濟示範區/台
大經濟系林向愷教
授
6/13
賦稅公平正義—證
所稅的美麗與哀愁/
崇右技術學院財經
法律系羅承宗主任
(點此報名)
6/26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農業大騙局/世新大
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蔡培慧助理教授 
 
IVOD公民評鑑
5/31 建國中學
 
推廣教育
5/21 陳建甫老師及
淡江大學學生至立
法院參訪
5/31 協助荒野保護
協會新竹分會培力
營及建國中學1年
級學生至立法院參
訪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議題專文

【會後新聞稿】史上最恥！譴責立院摸
黑通過貪污除罪法

立法院於會期最後一天(5/31)深夜偷襲通過會計
法修正草案，讓前立委顏清標、台中市前議長
張清堂得以因此解套。朝野聯手突襲，通過爭
議性高的特別費除罪，不僅令人民感嘆「國家
法律為誰而訂？」「難道有辦法的人便能讓法
律轉彎？」，也透露出多年來立法院朝野協商
的黑箱問題：法案修訂實質上的最後一關不是
「二三讀」而是「朝野協商」，但是民眾卻無
從得知「什麼時候要協商？」、「要協商什
麼？」往往只能在朝野黨鞭聯手將法案二三讀
後，看著新聞報紙興嘆！對此公督盟與多個民
間團體同聲譴責，並於6月3日下午至立法院門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registrano.com/events/130613
http://www.ccw.org.tw/p/17924


公民看國會 
第173集
披著民主外皮
的狼？大馬選
舉怪現象 網路影片節

目

節目主持：

陳建甫（ANFREL亞洲自由選舉

網絡台灣代表、公督盟常務理

事）       

 
受訪來賓：

洪耀南（未來事件交易所策略

長、資深國際選舉觀選員）

（點此觀看影片）

 
第174集預告

透視國會大悶鍋  第一次監督
就上手
 
播出時間：
2013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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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忠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
理事）                                      
          陳建甫（ANFREL亞洲自
由選舉網絡台灣代表、公督盟常
務理事）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屆期」、

口表達抗議！
本次通過的法條內容為，「99年底前，各民意
機關支用的研究費、公費助理費與加班費、業
務費、出國考察費；各鄉（鎮、市、區）公所
支用的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以及....(閱讀更
多)

【講座報名】賦稅公平正義—證所稅的
美麗與哀愁

證所稅檢討聲四起，起因於監察院4月提出的糾
正案，早就「名存實亡」的證所稅，一端上桌
就造成股市蒸發2.2億，證交稅短收550百多億，
但這是否是造成台灣股市疲弱不振的原因？(點
此報名)

【公督盟記者會】假考察，真旅遊？立
院考察162天，公開報告0！

公督盟針對立法院第八屆的考察狀況進行統
計，結果發現自2012年2月上任以來，至今年5
月23日為止，立法院各委員會之考察天數合計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922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922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922
http://crm.ccw.org.tw/sites/all/modules/civicrm/extern/url.php?u=2511&qid=212633
http://www.ccw.org.tw/p/17925
http://www.ccw.org.tw/p/17924
http://www.ccw.org.tw/p/17923
http://registrano.com/events/130613
http://www.ccw.org.tw/p/17920


 

「會期」是什
麼？

A：

在新聞中，大家常
常可以看到「屆
期」、「會期」的
說法，「屆期」、
「會期」到底是什
麼意思呢？
自2005年，國民大
會複決修憲案通過
後，立法委員自第
七屆起減為113
席、任期也由原本
的三年調整為四年
一任。
立法委員的每一
「任」，就是一個
「屆期」；而每一
任中，又有八個不
同之「會期」（註
一）。「會期」可
以理解程類似國小
學生之「學期」概
念。
立法委員每年會有
兩個召開會議的時
間（兩個會期），
分別為每年的2月
到5月底（上半年
度之會期）、以及
9月至12月底（下
半年度之會期）；
也就是，立法委員
和學生一樣，是有
寒暑假可以放的。

 

為162.5天；其中又以外交國防委員會的49天為
最多。若進一步來觀察，在這162.5天中，有
128.5天的考察行程是排在立法院開議期間的；
也就是，在能夠召開委員會會議處理各項法律
案及預算案審查的開議期間，各委員會仍排定
了多達128.5天進行考察。其中，又以交通委員
會31天為最多。與此同時，各委員會平均亦有
高達187案法律案、63案預決算案未處理。在委
員會的法律案、預算案都處理不完的情況下，
各委員會仍花費不少時間考察......（閱讀更多）

【專題文章】只會紙上談兵的公督盟/
陳建甫

公督盟昨日(5/29)在立院召開的「假考察、真旅
遊?」記者會，意外的引發媒體熱烈報導，特別
是在報稅期間，立委的一舉一動格外引起社會
大眾的關心。看到不少委員把焦點放在真旅遊
上？真是令人遺憾。這個記者會主要是要揭露
立院各委員會，長期以考察之名，邀請中央級
長官到地方了解民情的事實，有些委員會更誇
張到法案已經堆積如山，每週仍定期安排一次
地方考察，甚至都安排在自己選區來考察。

 

http://www.ccw.org.tw/p/17920
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1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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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督盟並不反對考察，因為有些中央級官員眼
中的確只有上級長官，根本沒有苦民所苦，但
是，我們合理的質疑，為何只有某些委員會或
某些委員在擔任召委時，特別會選在自己經營
的選區來進行考察呢?瓜田李下非常明顯，而公
民團體要求提供考察的具體承諾或結果報告
時，行政部門與立委辦公室就互推皮球，只差
點沒有說出「公督盟是什麼單位，憑什麼要我
們交報告書?」（觀看更多）

精選文章

5/31起立法院開始休會.......休會.......休會.......

 

神奇立委觀察日記  

你寫IVOD心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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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成員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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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在6月中收集到500篇的 IVOD觀賞心得，你
關心自己嗎?關心社會嗎?快到「就決定是你了！

http://www.ccw.org.tw/p/17925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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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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vod.l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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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f=ts


國會防腐計

神奇立委！」粉絲頁參加活動，只要動動手指
頭還可以抽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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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渡會計法 藍綠合演「夜襲3部曲」

立法院前天深夜通過會計法修正案，擴大特別
費除罪化範圍。知情人士表示，藍綠對民代特
別費除罪化一直有共識，加上要為學術界解
套，有意盡速處理，在府院、朝野都有共識
下，前天深夜朝野聯手，上演「會計法夜襲三
部曲」。（閱讀更多）

立院交委會加班 反壟斷法初審通過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朝野立委與相關部會官員連
續2日逐條審查《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
草案，場外還有10餘名反巨獸青年聯盟學生
「盯場」，朝野立委繼29日通過以「市占率」
作為判別媒體規模的標準後，昨日再次推翻
NCC版的禁止整合「紅線」，改採用由民進黨
立委葉宜津等人的提案。此外，包括外部董
事、媒金分離、編輯室公約等，也獲得朝野立
委和官員的共識，不過，對於該法影視多元基
金、媒體識讀教育等「多元維護」的部分，卻
幾乎全數遭刪除。（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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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talk.tw/news/2013/05/31/36926.html


食管法三讀 食品摻毒奪命最重判無期

「問題澱粉」事件愈演愈烈，讓我國食安問題
再度浮上檯面，為此，立法院院會今（31）晚
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未來
只要在食品內摻非法添加物，無論是否有毒
性，都可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800萬元以下罰金；致人於死者，最重可處無
期徒刑，得併科2千萬以下罰金。（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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