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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講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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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開始，詳情
請密切注意公督盟
官網及FACEBOOK
粉絲專頁】
 
推廣教育
6/13  張宏林執行長
至荒野協會新竹分
會演講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公民看國會 
第175集
鍋蓋掀一半的
證所稅 解救悶
經濟v.s.稅賦公
平正義  網路影片節目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督盟執行長）

 
受訪來賓：

議題專文

【座談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國會改
革座談會

                     會計法鬧劇背後的制度性因
素─探討黨團協商的存與廢

  中華民國102年5月31日深夜11點半由立法院朝
野四黨黨團幹部揭開了會計法修法鬧劇的序
幕，隨之而來的輿論撻伐鋪天蓋地，迫使總統
馬英九於6月7日召開記者會向公眾道歉，行政
院隨即於6月10日召開臨時院會宣布提出覆議試
圖為荒謬的修法過程止血。
  在所有人都在關注會計法修正案通過後造成的
貪污除罪亂象，不要忘了這荒謬的法條能在深
夜突襲成功有其背後的制度性因素─黨團協商。
(閱讀更多)
 

【採訪通知】民主，選舉後才開始，來
收服神奇立委吧！ 記者會

日期：6月19日（星期三） 下午1:30

地點：立法院大門口

中原大學師生預訂於六月十九日在立法院盛大
舉行此段時間監督國會的成果展與記者會。同
學們以「民主，選舉後才開始，來收服神奇立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7706
http://www.ccw.org.tw/p/17938
http://www.ccw.org.tw/p/1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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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榮璋（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

（點此觀看影片）

 
第176集預告

台灣學生的未來？  無法源的12
年國教行？不行？
 
播出時間：
2013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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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中）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黨團三
長」、「大黨
鞭」是什麼？
各黨團幹部有
哪些？

A：

立法院各黨團之幹
部負責統籌黨團事
務，以及居中協調
各黨團之不同意
見。而「黨團三
長」指的是國民黨
及民進黨黨團中，
領導黨團事務之主
要三人。
國民黨之黨團三長

委吧！」向外界呼籲監督國會的重要性。
日前立法院第八屆第三會期休會前會計法修正
案夜襲通過，此舉突顯了立法院多年來黨團協
商制度的弊病：少數集權、缺乏制衡、黑箱作
業、弱化委員會功能等。為了捍衛神聖的立法
殿堂，讓每一位立委盡責執行人民、憲法所賦
予的職權，且符合整體社會公平正義，因此大
學生選擇站出來呼籲青年朋友共同監督立委的
問政表現。然而政治議題嚴肅與生硬，常讓年
輕族群對政治冷感甚至產生無力感，為了削弱
政治議題嚴肅的意象，學生利用神奇立委的概
念將立委轉化為神奇立委圖像，身為大學生的
我們呼籲青年朋友從第八屆第四會期開始，監
督立委的問政表現。（了解更多，請造訪「就
決定是你了！神奇立委」粉絲頁）
 

【會後新聞稿】6/17(一)「黨團協商紀
錄未依法公開」記者會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規定：
「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
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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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策會執行長
（也就是俗稱的
「大黨鞭」）、書
記長，以及首席副
書記長；民進黨之
黨團三長為：總召
集人、幹事長及書
記長；親民黨團之
主要幹部為總召；
台聯黨團則為總
召、副總召及幹事
長。依各黨內規，
在四年會期中各黨
團幹部隨時有可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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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立法院長王金平也曾對外表示，「協商
時除了紙筆記錄，也有全程錄音、錄影，完全
透明化，沒有密室協商。」然而，近年來包括
集遊法、電費調漲、食品衛生管理法、軍公教
年終慰問金等重大議題，立法院卻從未對外公
開過任何紀錄。
  公督盟常務理事顧忠華表示，公督盟過去曾多
次召開記者會、行文至立法院要求公開協商紀
錄，卻都被立法院以「沒有相關紀錄」為由，
拒絕公開；立法院公報處人員甚至過度解釋法
條，表示：「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0條，
是『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所以沒有『結
論』的協商，依法是不須公開的。」 公督盟也
曾去電立法院秘書長辦公室詢問，但秘書長
卻……（觀看更多）

【會後新聞稿】《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
手》新書發表記者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今天(6/14)下午召開「第一次
監督國會就上手」新書發表記者會，這是公督
盟繼去年底推出「國會Online」APP後，今年再
推出國內第一本監督國會DIY手冊，以揭開國會
大悶鍋蓋後新書曝光，透過與會來賓共同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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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揭開國會悶鍋全民監督立委」口號，期許國
會應該更公開透明、民眾監督國會更自主。
公督盟理事長施信民首先表示，人民常在投票
前是立委的主人，卻在投票後對立委們黨派惡
鬥、毫無效能的議事效率等等的立院亂象束手
無策，這本書主要目標就是希望讓民眾在平時
就能夠對監督國會有所作為。日前立院夜襲通
過的會計法修正案，其實一直是公督盟長期以
來非常關注且具體阻擋，然而立院卻透過黨團
協商連夜過關，將全民蒙在鼓裡，幸因社會輿
論反對以及各界抗議聲浪而終獲阻止，更凸顯
出全民監督的重要性。(閱讀全文)

【國會評論】黨團協商的兩面刃，作為
公民的我們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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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全國嘩然；雖然立院已在上
週四(6/13)處理了行政院所提之會計法覆議案，
但此修法鬧劇突顯了立法院黨團協商制度性的
問題。而其中最讓人詬病的恐怕就是「黨團協
商」的密室政治。
  公督盟曾於日前召開記者會，喊出「廢除黨團
協商」的訴求；有人認為，黨團協商其實是兩
面刃，雖然有缺點，但也有優點─最主要的便是
可以平衡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現況，讓在野
黨、少數黨，都能有機會透過協商實行部分理
念與政策，讓國會……（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監督國會利器】國會Online APP下載
次數突破8,000人次！你，下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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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發行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限
時限量免費索取

即日起，民眾可以免費索取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
手》！！
只要負擔郵寄與行政相關費
用，即可獲贈《第一次監督
國會就上手》乙本！數量有
限，贈完為止！→索取說明
基於公益推廣的原則，公督
盟雖受限經費，印製數量有限，但仍開放500本
提供有興趣的民眾或團體索取；未來也會開放
完整電子書線上閱讀，將在公督盟官網、
Facebook粉絲專頁及「國會Online」APP上公
佈，敬請有意索取的民眾密切注意。希望關
心、支持公督盟的朋友，若願意繼續將公民監
督的種子散佈出去，歡迎捐款贊助公督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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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野協商拒透明 公督盟：立院知法犯法

立法院昨（13）日無異議全數通過《會計法》
覆議案，對此，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顧
忠華今（14）日出席公督盟「第一次監督國會
就上手」新書發表會。他表示，《會計法》風
波最大問題在於朝野協商不透明化，明顯違背

責任政治，更違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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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政治，更違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0
條，應錄音、錄影並刊登公報的規定；他抨擊
「立法院知法犯法」，並將向監察院檢舉立法
院秘書處違法失職。（閱讀更多）

立委聲援 教保員納入勞保

民進黨立委吳宜臻、段宜康昨天召開記者會聲
援全國教保產業工會，要求讓所有私立幼兒園
的教保人員強制納入勞保，確保勞工權益。對
此，與會的勞委會勞工保險處專門委員陳慧敏
做出承諾，將在1個月內針對私立幼兒園教保人
員做出行政解釋，未來僱用5人以上的私立幼兒
園都將強制納保。（閱讀更多）

年金改革 本週臨會重頭戲

年金改革案一波三折，民進黨團主張「先軍公
教、後勞保」，拒絕在委員會排審勞保條例修
正草案，並要求先完成軍公教改革，國民黨團
則揚言提案將勞保條例修正草案逕付二讀。年
金改革案將成為本週立法院臨時會朝野雙方攻
防的焦點。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本週排審「公教人員保險法
修正草案」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
修正草案」；但攸關全國近千萬勞工的勞保條
例修正草案，民進黨團明確表態「先軍公教、
後勞保」，反對馬政府藉臨時會草率通過勞保
改革。（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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