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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近期活動

講座演講
7/8 地方政府的財
政困境--從公債法
和財政劃分法談起/
小英教育基金會執
行長、前財政部長
林全(點此報名)
 
IVOD公民評鑑
7/20(六) 09:00-
12:00 台北場(一) |
南華高中(台北市中
正區汀州路三段58
號，近捷運公館站)
7/20(六) 13:30-
16:30 台北場(二) |
南華高中(台北市中
正區汀州路三段58
號，近捷運公館站)
(線上報名)
 
推廣教育
6/26 「我是中壢
人」邀請執行長張
宏林至桃園真善美
演講
7/2 世新大學公共
行政系師生來訪公
督盟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議題專文

【聲明稿】沒有責任不成民主政治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針對會計法鬧劇政治責任 聲明稿>

台灣近年出現奇怪的政治歪理，做錯事情，不
論大小，只要道歉就想要了事；官員或者民
代，莫不充斥著，因為做錯事，更應繼續留在
崗位將事情解決，才叫做真正負責任的反民主
觀念。台灣政壇有權力卻不用負責任的政治生
態儼然成型。
 
這次民眾對於《會計法》修法，立法院朝野四
黨黨團聯手將貪污除罪的怒吼與批判，目前僅
有台聯黨對於政治責任最為積極的回應社會期
待。這一件嚴重悖離民意及違背民眾價值的修
法，其它政黨真只要道歉就可以一筆勾消嗎？

http://www.facebook.com/ccw.org.tw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registrano.com/events/130708
https://docs.google.com/a/ccw.org.tw/forms/d/1Os0529-iOpTBbXBYXY4H0oefSypwFWrFnpbv6iVwKRE/viewform
http://www.ccw.org.tw/p/18117


公民看國會 
第177集
服務貿易如何
安心上路？ 最
後一道防線：
國會？ 網路影片節目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督盟執行長）

 
受訪來賓：

陳耀祥（公督盟理事、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王塗發（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會

長、臺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點此觀看影片）

 
★通知：由於新頭殼場地調
整，預計7月節目將會停播1個

月，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Q.國會承諾書
內容與簽署狀
況？

A：

公督盟自第七屆立
委選舉前，就擬訂
一份〈國會改革承
諾書〉，交由所有
候選人參考連署，
願意簽署承諾書

台灣的民代及官員難道這樣好混？(閱讀全文)
 

【IVOD巡迴起跑！】人人做頭家，你
也可以幫立委打分數！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簡稱公督盟）自2008年以
來，每個會期均針對立委的表現做評鑑，選出
優秀、待觀察立委。IVOD是指立法院的議事影
像資料系統，民眾可透過此系統，直擊立委在
立法院內發言、質詢全部過程。民眾觀看IVOD
替立委質詢打分數，會列入公督盟的評鑑項
目，且比重將佔總體評鑑的20%。
為兼顧多元化與在地化的觀點，將分區進行
北、中、南、東共8場 IVOD 評鑑活動，每場約
二個半小時，在活動中，我們將介紹公督盟、
國會監督工作、並說明如何使用立法院 IVOD
系統觀看「一刀未剪」的立委問政表現。同
時，參與者也將於觀看後進行小組討論及分
享，讓來自不同背景、職業、年齡的參與者，
能夠互相分享各自的觀點、也開啟生活中輕鬆
的政治參與討論。（走，監督立委去！）
 

【演講推廣】國會Open講！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8113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8113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8113
http://www.ccw.org.tw/p/18121
http://www.ccw.org.tw/p/18117
http://www.ccw.org.tw/p/18114
http://www.ccw.org.tw/p/18114


者，即會對外公
布，供選民投票參
考。選後，因有過
半數簽署委員當
選，願意允諾開放
透明會議。因此才
促成立法院於2009
年2月，第七屆第3
會期設立「網際網
路多媒體隨選視訊
系統（Interactive
Video On Demand,
IVOD）」並上網
公開轉播。
因此第八屆立委選
舉前，公督盟同樣
發起〈國會改革承
諾書〉連署運動，
截至2012年底，已
有過半的立委支持
公督盟所提倡的國
會改革。（閱讀更多）

出版資訊

141

監督國會季刊第
141期
歡迎來電02-2367-
1571免費索取！
 

 
資訊的公開透明
是人們對於政府這個龐大機構的信賴基礎以及
鮮少的要求之一
然而，儘管這項要求如此地卑微，在號稱是民
主社會的台灣
仍不容易實現
 
立法院作為最高民意機關，它的生態結構，
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當下選民的素質、心態和對
社會的期待
也反映了公民社會的能量
 
無奈，我們對於國會或政治，一向缺乏直接管
道的接觸與了解，
資訊是轉手轉手再轉手，不得其門而入，也窺
不到全貌，
因此，必須靠每一位公民的意識覺醒和力量，
去認識國會、去監督國會、去改變國會，
才能讓國會的大門，為人民而敞開，國會的透

http://www.ccw.org.tw/p/18121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8089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8089
http://www.ccw.org.tw/p/18120


 

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明，帶動選民的素質提升，
同樣的，選民素質的提升，也刺激國會更進
步、往前。(更多了解)
 

【國會評論】公民看國會第167集 文字
大綱

                      爭取青年權利，台少盟推
下修投票年齡

 投票年齡在憲法明文規定為20歲，但刑法成
年人規定為18歲，而相較於其他國家來看，20
歲才有投票權似乎有點過晚了，針對這個問
題，本集節目邀請到了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
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與研究員吳政哲來分享他
們的看法。
  葉大華指出，政府對於青少年的投資關注
是非常稀少的，基本上是採取事後補救的態度
來將出問題的青少年予以懲戒或治療，而不是
如國外採取培養、積極的態度，賦予其應有的
權利，將他們教育成合格的公民。為什麼台灣
青少年無法取得足夠的資源？因為一個很現實
的問題——青少年沒有選票……(閱讀全文)

精選文章

【公督盟誠徵】政策部、組織部專員

【職務名稱】政策部、組織部專員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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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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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p/18120
http://www.ccw.org.tw/p/18119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632619218960&set=pb.154580453959.-2207520000.1372044877.&type=3&theater&


 
【上班日期】可立即上班
 
【上班時段】週一至五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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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方式】
 
1.請備履歷、自傳500字以上、對工作想像500字
以上，寄至ccw@ccw.org.tw 。 我們收到後會於
三天內寄回覆確認信。
 
2.標題請註明【□□□應徵 政策專員或組織專
員】
 
3.如果符合資格，立刻安排面試。如於寄信後五
日內未收到面試通知，等同初審沒通過，我們
將不再另行通知。(詳細資訊)
 

新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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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w.org.tw/p/18035
http://www.ccw.org.tw/p/1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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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配選立委？陸委會續推降低陸配取得
身分證年限

針對陸配在台灣組成的「中華生產黨」想要參
選立委，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今早受訪表示，目
前陸配和外配都要成為灣公民10年，才能參選
公職，但外配最快4年就可拿到身分證，陸配卻
要6年，陸委會希望把兩者時間降到一致，才公
平，但卻遭在野黨立委杯葛。陸委會會持續推
動此案，降低陸配取得公民的時間。（閱讀更
多）

服貿不能改？ 在野黨︰ 台美協定有前
例

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馬政府一再恐嚇不能
更動協議內容，民進黨團昨舉實例駁斥，指包
括一九九三年的台美著作權協定，以及二○○二
年的台美司法互助協定，都有立院審查附加保
留條款前例；黨團總召柯建銘揚言，若馬政府
強行包裹表決，在野絕對會全面杯葛、全面抗

http://www.ccw.org.tw/donation
http://www.ccw.org.tw/video/content/1695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30707/221277/%E9%99%B8%E9%85%8D%E9%81%B8%E7%AB%8B%E5%A7%94%EF%BC%9F%E9%99%B8%E5%A7%94%E6%9C%83%E7%BA%8C%E6%8E%A8%E9%99%8D%E4%BD%8E%E9%99%B8%E9%85%8D%E5%8F%96%E5%BE%97%E8%BA%AB%E5%88%86%E8%AD%89%E5%B9%B4%E9%99%90


爭，並關閉朝野協商大門，讓立法院永無寧
日。（閱讀更多）

蔡錦隆廣設服務處 為參選台中市長暖
身

國民黨立委蔡錦隆在台中市廣設服務處，為參
選市長暖身。蔡錦隆幕僚今（7）日受訪透露，
有許多民眾關切此事，蔡錦隆將極力爭取參選
台中市長，但會尊重黨提名機制。
蔡錦隆標榜「服務大台中」精神，今日在太平
區成立服務處，先前在台中參選立委失利的行
政院發言人鄭麗文也到場致意。（閱讀更多）

點擊閱讀更多國會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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