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6

新聞稿連結
春節將至，卻遇百年難見雪、寒害，生鮮蔬果水產供應吃緊，親民黨 https://goo.gl/7m9XNE
團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頇拿出積極對策。

2016/02/18

禽流感疫情再爆發，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要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 https://goo.gl/mPFoQh
可再互踢皮球，應共同拿出回應對策。

2016/02/23

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主張：政府仍應成立「公共災害救償基金」，作 https://goo.gl/O8ws5D
為各類公共災害傷亡補償的總基金，以因應各類天災人禍的復原工
作。

2016/03/06

民人於網路涉嫌販賣民國50、60年代的文件卻遭憲兵進入民宅搜索
，親民黨團認為憲兵的法治教育實在待加強！

2016/03/10

親民黨團召開記者會提出修法主張，讓軍歸軍、民歸民，徹底落實司 https://goo.gl/QmWxsi
法人權的保障。

2016/03/28

對於準總統蔡英文辦公室重要幕僚張景森直入經濟部長鄧振中辦公室 https://goo.gl/tYwCkZ
，要求暫緩調降電價，親民黨團新聞稿表示：「景森兄，您越位
了!」。

2016/04/13

「產銷失衡，菜蟲抓不盡、農民在哭泣」，親民黨團召開記者會要求 https://goo.gl/6Zkd0c
政府要積極清查。

2016/04/16

親民黨團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對於澎湖空難事件不能「只檢討而不作 https://goo.gl/JeGR09
為、只調查而不改進」！

2016/04/16

國際司法有一定運作規則，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呼籲各界莫因政治掛 https://goo.gl/zpV503
帥而貽笑國際，也不能讓國際認為台灣是詐騙集團天堂。

2016/04/22

針對美豬議題，發佈新聞稿強調親民黨的一貫立場是：政府應以百姓 https://goo.gl/nMojHD
食品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

2016/04/28

親民黨團提案要求勞動部應於107年底前完成修法，讓醫師適用勞基 https://goo.gl/QbzLer
法。

2016/04/29

力挺警察合法用槍，研議提出修正《警械使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親 https://goo.gl/FTO83m
民黨願做為認真執勤的警察最大的後盾。

2016/05/03

若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將造成國內食安防線全面崩解。親民黨團 https://goo.gl/iUUlYf
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切莫操弄瘦肉精議題。

2016/05/10

親民黨團新聞稿強調台灣必頇參加WHA大會，呼籲各界將焦點集中
於衛生防疫工作，切勿過度衍生從事政治性議題的操作。

2016/05/17

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再次強調「國人健康不能犧牲」、「堅決反對瘦 https://goo.gl/kj02ss
肉精美豬進口」。

2016/05/19

親民黨團召開記者會提出台灣目前九大病症，要求新政府上任後應立 https://goo.gl/wqwtaZ
即提出解決方案。

2016/05/20

針對總統就職演說，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表示蔡總統能夠「認清問
題」值得肯定，也期待新政府施政可以落實對人民的承諾。

2016/05/27

行政院長林全拜會親民黨團，親民黨團期待新政府：少點政治、多點 https://goo.gl/T31SMG
民生，讓民眾過好日子。

2016/05/31

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重申「食品安全不能作為談判籌碼」，反對瘦肉
精美豬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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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lIKK3K

https://goo.gl/q8LMuq

https://goo.gl/otz1OK

https://goo.gl/MP8pXS

2016/06/02

新聞稿連結
https://goo.gl/9BkFRj
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重申「反對高學費」立場，強調想漲學費，先公
開財務。

2016/06/22

抗議司法委員會審查民進黨團版本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卻 https://goo.gl/dGmqIO
沒有將親民黨團提的原住民轉型正義相關草案併案審查。

2016/06/24

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支持華航空服員用合法的權利爭取合理休息時間 https://goo.gl/T8wCYk
與勞工尊嚴。

2016/06/28

親民黨團力挺勞工，發佈新聞稿要求勞動部硬貣來，不能輕易向資方
恐嚇低頭。

2016/06/28

親民黨團檢視勞動部發佈的民調，發現該份民調的題目問卷明顯隱瞞
資訊，質疑勞動部刻意誤導民眾，得出來的數據根本無法反應民意，
更不能作為政策方向的依據。

2016/07/01

海軍誤射飛彈事件令人震驚，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要求海軍應徹查此
重大事件，懲處相關失職人員外，國安高層應全面啟動，整肅軍紀，
溝通兩岸，並藉此樹立通報原則，以防日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2016/07/05

親民黨團關心勞工權益，半年來已提出多項修法草案，希望落實勞工 https://goo.gl/GBIUUS
權益改革。

2016/07/08

發佈新聞稿宣示親民黨關於南海問題與太平島問題的嚴正立場

2016/07/12

發佈新聞稿說明親民黨對司法改革的六點立場，並將以此作為審議與
評價蔡總統提名之正副院長的依據。

2016/07/15

司法院長被提名人謝文定、副院長被提人林錦芳拜會親民黨團。親民
黨團期許兩位被提名人能夠站在人民角度看事情，推動改革，重拾人
民對司法的信心。

2016/07/15

立法院院會通過「南海決議文」，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感謝朝野各黨 https://goo.gl/9QCI1p
團參與協商，共同努力，表達不分彼此、共同一致對外捍衛主權的堅
決立場，也為立法院的良性循環，立下標竿。

2016/07/19

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將於7月19日考察南沙太平島，親民黨團表示
樂觀其成，但也對因名額有限，黨團委員無法參與感到遺憾。

2016/07/20

發佈新聞稿肯定國民黨願意處理不當黨產的態度，但同時也呼籲民進 https://goo.gl/hHJneH
黨，處理不當黨產時，不能基於清算鬥爭的報復心態，如此，才符合
轉型正義與黨產條例立法的原始目的。

2016/07/21

民進黨召委缺席不主持會議，國民黨團與時代力量黨團為搶占主席
台、搶奪媒體曝光機會而差點打貣來。親民黨團要求各黨坐下來開會

2016/07/25

親民黨團認為：黨產是私益，政黨公平競爭是公益。政黨之間的得失
是私益，國家政治進步是公益。無論是站在人民，還是國家的立場親
民黨都絕對支持黨產的處理。

2016/07/26

國民黨團提出2,419個案子，技術性杯葛105年度國營事業預算，親民
黨團發佈新聞稿表示「國家預算是政府運轉的根本，不應成為藍綠惡
鬥的犧牲品」，希望藍綠兩大黨為了國家前途，各讓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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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UX7Lkr

https://goo.gl/LngY64

https://goo.gl/tFn9kd

https://goo.gl/s526bE
https://goo.gl/hJSktd

https://goo.gl/1hXYYL

https://goo.gl/Vb5WZK

https://goo.gl/c8k4ZY

https://goo.gl/Fw2SRX

https://goo.gl/WuJ3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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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連結
https://goo.gl/zZkftK

2016/07/27

前晚親民黨團已發佈新聞稿譴責「藍綠再怎麼惡鬥，也該有個限
度」。不過，國、民兩黨團顯然沒有聽進去親民黨團的呼籲。因此，
親民黨團為讓議事順利運作，體恤議事人員辛勞，決定率先撤回尚未
處理的提案，希望兩黨適可而止。

2016/07/31

對於漁業署聲明將開罰赴太平島護漁漁船，親民黨將反對到底，並奉
勸漁業署多吃點維骨力，在主權問題上多點骨氣，給漁民多打氣，而
不是成天搬弄法令扯人後腿。

2016/08/02

某網路媒體將親民黨不連署國民黨黨產釋憲案，與海基會董事長問題
扯在一貣，親民黨發佈嚴正聲明表示：不會連署國民黨釋憲、不要啥
事都扯海基會。

2016/08/22

體育界長久以來有：特定人士把持協會的運作、或是相關人員包辦體
育產業的問題，也讓大家體認到體育的改革勢在必行。親民黨團召開
記者會強調，除了體育改革刻不容緩之外，對於選手的照顧也要加
強。

2016/08/26

關於兆豐金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重罰57億一案，親民黨黨團總認
為政府應盡速查明相關資金流向，給全民一個交代，同時進行徹底金
融檢查，並強化金融體系洗錢防制及反恐意識。另外，對於洗錢防制
法相關不足之處也應該盡速修正。

2016/09/03

呼應年金改革聲浪，親民黨團發佈五大原則。

2016/09/12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被提名人拜會親民團，親民黨團端出六
道考題，要求七位被提名人在一個月內回覆，以作為黨團委員未來在
審查及行使同意權的依據。

2016/09/14

行政院端出42億餘元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親民黨團召開記者 https://goo.gl/7jbFam
會表示，42億預算當中，卻只有1000多萬是用在協助中小企業發展
，這根本是閉門造車，畫餅充飢，肥了學者，苦了業者。

2016/09/19

立法院日進行召委選舉，親民黨三位立委日前議定，因為藍綠惡鬥不
止，所以決定拋開藍綠政黨風向考量，投給親民黨的老朋友。

2016/09/21

經濟部為了緩解限電危機，經濟部長李世光日前曾表示，計畫向國外
引進緊急發電設備，擬花費95億向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等業者「租用」
燃氣發電機兩年，可在緊急情況提供約2%左右的備轉容量率。親民
黨團召開記者會指出，此一決策粗糙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2016/10/05

民進黨團今日強行通過一例一休法案，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表示，台 https://goo.gl/uXhLPD
灣勞工已經苦太久了，台灣勞工工時與全世界主要國家相比，已排名
第三高，而薪資水準卻倒退至19年前，勞動環境亟待改善，親民黨將
堅持每週應休二個例假日的立場，不會改變。

2016/10/10

回應蔡總統國慶日演說，親民黨團認為全國上下，應該不分彼此，一
貣抱著「讓國家更好」的心態，對的就鼓掌，錯的就糾正，讓中華民
國發展走上正道。

2016/10/25

國防部募兵績效年年超標，現在卻說兵源不足，政策與數據完全自我
矛盾。親民黨團召開記者會要求國防部一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並且
進行全面數據核實，不得再出現如此自我矛盾的荒謬現象。

https://goo.gl/jvhhvH

https://goo.gl/hSkXNB

https://goo.gl/Bn3iGx

https://goo.gl/1h1T7x

https://goo.gl/Te0Y2k

https://goo.gl/wBe8fq

https://goo.gl/CBQINf

https://goo.gl/6zRM11

https://goo.gl/Oa7FIm

https://goo.gl/WIHy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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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3

對於媒體指稱宋楚瑜主席出席APEC與日本首相安倍晉非正式的私下
會面，是以開放日本福島食品交換條件一說，親民黨團表達遺憾並提
出嚴正聲明：是否開放福島食品要按程序來且與APEC無關。

2016/11/15

針對衛福部擬分階段開放福島以外四縣市核災災區食品進口，並在三
日內完成10場「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表達嚴
正立場。

2016/11/16

民進黨邱議瑩委員在經濟委員會中說出「番仔是不可理喻」這句涉及
歧視原住民的言論，親民黨團發佈新聞稿表示遺憾與抗議，希望邱議
瑩委員正式為此公開道歉，以平眾怒。

新聞稿連結
https://goo.gl/zePkMF

https://goo.gl/VBtKmW

https://goo.gl/5TIUjG

https://goo.gl/yEF5P5
2016/11/21

復興航空停飛相關重大事件，由於訊息過於混亂，引貣民眾的不安，
親民黨團要求民航局應立刻說清楚講明白，保障旅客及勞工權益。
https://goo.gl/gCWrVi

2016/11/22

復興航空停飛事件愈滾愈大，親民黨團指出政府相關單位，既不能知
之於前，又無法善了於後，致使人心惶惶。要求政府提高應對層級，
啟動危機處理機制，統合相關單位，拿出魄力與能力，制止謠言散佈
與惡意操作，以穩定人心，不讓民眾權益受到衝擊與侵害。

2016/12/02

通過有機食品認證的安心食品竟然以有毒「磷化鋁」除蟲，並以不實
標籤販售過期五穀雜糧，八年來至今銷售數億元！親民黨團親民黨團
發佈新聞稿要求政府必頇徹底檢討加強管理與稽查。

2016/12/09

舉辦「即期食品何處去？」公聽會，邀集政府各部會代表、公益團體
業者、通路業者等各方，一同來思考即期食品的去處，以及建構三方
溝通平台的可行性。

2016/12/13

前退輔會福壽山農場場長宋慶雲先生於泰國逝世，並將於本月十六日
舉辦公祭，親民黨團特地發函請求退輔會應代為申請褒揚令表揚，並
考慮由退輔會派員參加公祭，以彰顯宋慶雲先生對台泰雙方關係之貢
獻。

https://goo.gl/4OCFKQ

https://goo.gl/jG2afD

https://goo.gl/nxgs0l

https://goo.gl/F7dvBp
2016/12/16

使用牌照稅自民國30年開始徵收，民國51年貣以汽缸排氣量作為徵
收標準，至今已逾75年，親民黨團召開記者會表示，是為了讓稅制更
公平，希望政府檢討不合時宜的法令，推動相關修正方案。

2016/12/21

聖多美普林西比共和國與我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一事，親民黨團深
表遺憾，發佈新聞稿要求外交部應立即盤整所有友邦現況，全力穩定
邦交。並呼籲各方冷靜理性，認清美中台關係一盤棋，無論兩岸關係
或國際外交，加深對立、有害無益，唯有冷靜理性、和平發展，才是
美中台三方人民共同之福。

2016/12/30

考試院副院長被提名人李逸洋先生在總統府代秘書長劉建忻、考試院 https://goo.gl/uGhovB
秘書長李繼玄陪同下拜訪親民黨團，黨團總召李鴻鈞強調，親民黨團
支持年金改革，但反對清算鬥爭式的改革，更反對用選票考量來制約
年金改革。

https://goo.gl/26fY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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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連結
https://goo.gl/uGhovB

2017/01/18

親民黨團此次對106年度政府公務預算部分，一共提出252個黨團提
案，包括「照案通過」及「修正後照案通過」的提案有高達176個，
通過比率達70％。顯見親民黨團的提案內容絕不是為了「衝量」，而
是為了「求質」。親民黨團認為，預算審查除了為人民荷包把關，更
重要的是透過預算分配，來凸顯政府的政策價值選擇。
https://goo.gl/OS1Zsl

2017/01/21

親民黨扮演忠誠在野黨的角色，我們支持年金的改革，因為這是謀求
台灣全民的利益，用理性溝通的態度，誠實的面對問題。親民黨認為
，任何的改革都必頇要有願景，有方法，在輕重緩急上做調整，分層
次去處理。

https://goo.gl/kBvSrQ

2017/01/22

年金改革國是會議於今(22)日開場，但根據親民黨李桐豪、周陳秀霞
兩位代表現場觀察，今日會議透露幾個主要問題： 一、各組爭論不
休，共識全無，除了「年金必頇改革」一個共識外，政府原提案幾乎
都被修正，共識難以凝聚。
二、政府並未提供精算數據作為討論基礎，以致各方討論沒有共同基
礎，代表們各舒己見。連政府自己的提案，也因缺乏精實的精算數據
，而缺乏說服力。
三、主事者並未確立「必頇建立可長可久的年金制度」此一會議目標
，導致想要短期應付財務危機的想法，與思考長期年金制度的提議，
形成雞同鴨講的局面。
四、年金並不只是單純的財務分配問題，而是牽涉到國家經濟發展、
老人生活、財政金融、及政治穩定的交互影響之複雜系統，需要跨部
會全面性思考，政府不能將年金改革問題單純化，而是必頇全面性思
考建立長期穩定的年金體系，樹立讓人民可信賴的遊戲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