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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1 年 7 月出版的美國著名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將台灣、日本及比利時，同評比為是「全球 無能的國會」。台灣國

會議員及朝野政黨都應深刻反省。當然，台灣國會無能的原因很多，

但「國會暴力」絕對是造成國會無能 主要的關鍵因素。台灣國會稱

為「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為 高的中央民意機關，主要任務

在制定品質優良的法律，做為行政部門依法行政的指南。然而，近年

來台灣國會的表現，令大多數民眾十分失望，不僅立法的品質與效率

低落，議員的不當行為時有所聞，甚至多次出現肢體暴力並造成議員

受傷的流血事件。國會發生暴力是台灣民主政治之恥，尤其國會殿堂

發生大規模的朝野政黨議員集體衝突，此類政治暴力行為不僅對台灣

社會教育影響極大，甚至嚴重傷害台灣的國際形象與民主發展。因

此，如何防治國會暴力，就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國家議題。本文

經深度訪談 16 名立法委員及參考國會改革之國內外相關文獻後，提

出 8 項防治對策供政府有關單位參考，期望我國民主政治未來能朝優

質的境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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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立法院、國會暴力、國會改造、國會暴力行為、台灣民主政

治 

壹、前言 

台灣的正式國家名稱為中華民國，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

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典範國家，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

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持續成功，台灣將為全球華人國家

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而這也是全體台灣人民無法推卸的

重要責任。然而，當全球華人國家對台灣深厚期許時，但其國會表現

卻屢屢呈現野蠻行為，國會議員的肢體暴力發生不斷，如此不僅嚴重

延宕議事，斲傷台灣國際形象，更難以成為全球華人學習民主的楷

模。有鑑於台灣國會暴力議題的負面影響極大，如何防治台灣國會暴

力發生及其有效的防治對策為何？就是本文研究的動機所在。本文主

要是從「第六屆」及「第七屆」1立法院曾發生的暴力案件深入探討，

並提出防治台灣國會暴力的各項積極方案，供國際社會與國內各界及

政府相關部門參酌，2目的就是希望不同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都能

集思廣益提出建設性的防治對策。因為「國會暴力」問題，不只是中

                                                      
1 第七次修憲前，我國第六屆立法院有立委 225 名，任期為 3 年，自 2005 年 2 月開

始至 2008 年 1 月結束；第七次修憲後，第七屆立委人數減少至 113 名，任期並修

改為 4 年，自 2008 年 2 月開始至 2012 年 1 月結束。目前台灣的立法院為第八屆，

有立委 113 名，任期自 2012 年 2 月開始至 2016 年 1 月結束。 
2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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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也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國會，都可能會面臨的重大嚴重國家議

題。 

貳、台灣國會暴力 

現代各民主國家依憲法規定都設有「國會」3，代表全體人民行

使立法權，以其作為國家唯一的 高立法機關，居全國凡百庶政的中

樞地位。而國會議員（parliamentarian）為人民選舉所產生，受人民

所付託，理應針對重要公共政策與民眾關注的議題，以「質詢」、「詢

問」或「意見交換」、「理念溝通」的方式，與政府官員或其他政黨議

員，作理性的「政策辯論」，才是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的正軌。如果

身為人民喉舌的國會議員，不思以一己之言行做為人民表率，或未能

體認民主國家議會政治理性問政的精神，反而在國家 高立法機關議

堂內，僅因所持意見相左，動輒以粗鄙言語、肢體暴力脅迫、蠻橫攻

擊持其他不同意見或不同黨派的議員同仁，實有付人民所託，更有損

國會的莊嚴形象。 

台灣「國會暴力」（parliamentary violence）嚴重性一直未受到國

內學術界的重視，但其影響層面之大和對國家形象的傷害不容忽視。

如果台灣國會殿堂常常上演暴力事件，4尤其是朝野衝突的重大暴力

                                                      
3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4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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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不僅使會期常陷溺於「零和」議事對抗，一事無成。另立法懈

怠的結果，也提供行政部門便宜行事、擴張職權的空間，讓其擁有充

分迴避立法制衡的機會；且國內朝野兩大政黨非理性對抗，也波及立

法院對具時效性重要法案的處理，或因延誤議程至會期結束前挑燈夜

戰、倉促立法，不但影響立法品質，更損及全民福祉（張淑中，2010a），

甚至埋下未來新問題衍生的禍源。除此之外，國會重大暴力事件透過

傳媒無遠弗屆的大肆播放，對台灣民主整體發展形象具有相當負面影

響，並嚴重貽笑國際社會5，且對國內社會教育亦立下極不良的示範，

因為台灣國會暴力的發生，會讓一般民眾認為以理性態度處理問題，

不如拳頭方式來的直接而有效。長此以往，立法院終將成為台灣民主

法治發展道路上的 大障礙。 

參、防治台灣國會暴力的對策分析 

台灣國會稱為「立法院」為 高中央民意機關，主要任務在制定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5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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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法律，做為行政部門依法行政的依據 (Chu and Lin, 1995)。然

而，2011 年 7 月全球極有影響力的美國雜誌「外交政策」（Cameron, 

2011），卻將台灣的立法院列為是全球 「無能國會」（incompetent 

parliament）之一。當然，造成台灣國會無能的原因很多，但「國會

暴力」絕對是造成國會無能 主要的關鍵因素。由於台灣國會暴力的

發生有其特別因素，諸如「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分立政府的政

治型態」、「國會議長不願意動用警察權」、「地方選民的強烈影響力」、

「少數議員的素質不佳」及「大傳媒體的刻意渲染」等主要原因（張

淑中，2010b）。因此要防治或減少台灣國會暴力事件的發生，就需要

有特別的預防措施及根本對策，分析如下： 

一、重大爭議法案應透過朝野政黨協商解決 

作者根據犯罪學「理性選擇理論」的主旨探討，以及與立法委員

深度訪談後，研究發現立法院之所以會發生重大暴力事件與國內兩大

黨的事前精心設計和策劃確實有密切關係。例如第六屆立法院審查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草案（NCC 法案）時，當時的民進黨政府

與在野的泛藍政黨對 NCC 委員的產生方式有不同意見，但彼此雙方

都堅持己見、態度強硬、不願退讓一步，6並各自強力動員、積極準

備抗爭，且均表達不惜開戰決心7，希望在議場上逼迫對方屈服，

                                                      
6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7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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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於演變成嚴重的暴力衝突事件。 

也由於 NCC 法案爆發朝野雙方的大規模抗爭並造成立委流血受

傷的局面，事後藍綠兩大政黨都受到媒體、民眾與社會各界的強力抨

擊與指責。 後兩大政黨在顧及政黨形象與龐大輿論壓力下，同意對

NCC 法案內容 大爭執點 NCC 委員如何產生方式，繼續協商、尋求

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多次談判協商、妥協結果，藍綠兩大政黨達成

共識，即未來 NCC 委員採「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模式產生，

以及「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的規定， 後

NCC 法案終於在 2007 年 12 月 20 日於立法院院會順利地修正通過。 

換言之，立法院任何重大爭議法案，只要國內藍綠兩大政黨能誠

意溝通、有心協商（例如後來朝野對 NCC 法案的談判即長達一年多

的時間），並各退讓一步，相信必能解決紛爭，8並尋找出雙方都能接

受的折衷方案，而不是非要以強力動員方式對決。例如，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NCC）組織法修正案 後所以能在劍拔弩張的情形下峰迴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8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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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轉三讀通過，證明了任何重大爭議法案，採取「朝野協商」絕對是

有助於憲政體制妥善運行的必要條件（張淑中，2010b）。 

總之，要防止國會重大暴力事件的發生，或避免政黨對抗可能造

成立委受傷的情形再出現，作者建議國內兩大黨未來對於有重大爭議

性的法案，務必於院會表決前做好「政黨協商」工作，因為惟有透過

事前的積極協商和妥協機制，才能讓朝野雙方都能瞭解彼此的立場和

主張，力求在適當退讓與善意回應中，共謀合作解決，健全國會運作，

如此不僅可化解審查法案過程的任何紛爭、縮短冗長的議事程序，

重要的是更可減少朝野政黨發生議事抗爭和肢體衝突的機會。換言

之，作者認為任何重大法案或政策的提出，朝野政黨都不應抱有「零

和」思維審查法案，而是應如全球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謝林

(Thomas C.Schelling)與奧曼(Robert J.Aumann)兩位博士鑽研「賽局理

論」（Game Theory）所研究後的重要結論之一：「任何重大決策、談

判等，沒有真正的零和賽局，永遠都存在有可以合作、妥協、互利的

雙贏空間」9。 

二、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多數成員應由獨立人士擔任 

國會發生重大暴力行為，不只是立法院之恥，更是台灣民主政治

之恥。過去第六屆立法院發生多次的重大暴力事件（參見表 1），不

僅造成議長無法上台主持會議、朝野立委流血受傷局面（如 2005 年

                                                      
9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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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審查 NCC 法案的事件）10，更使得台灣民主的國際形象受損。

然而，事件發生後，雖然輿論與社會大眾都嚴厲指責暴力，並希望立

法院必須要有所作為，但根據作者長期研究發現，立法院的紀律委員

會其實對重大暴力事件幾乎是未曾發揮任何作用。因為從 1948 年第

一屆立法院成立迄今（2012 年 2 月為第八屆立法院開始），院會真正

通過懲處立委的紀律案只有三件（詳如表 2），換言之，立法院的紀

律委員會過去根本就是「形同虛設」，也就是幾乎沒有任何運作。 

表 1  第六屆立法院「肢體暴力」事件 

時 間 事 件 過 程

2005 年 9 月 27 日 

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草案（NCC 法案）」立

場不同，國民黨女立委廖婉汝與民進黨女立委莊和子於

院會中發生肢體衝突，廖婉汝臉部受傷前往立法院醫務

室診治；莊和子則送台大醫院治療。 

2005 年 10 月 11 日 

朝野兩大政黨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立

場不同，爆發嚴重集體衝突。國民黨立委張碩文與民進

黨立委李明憲相互推擠後，兩人隨即拳腳相向，張碩文

以左手肘猛擊李明憲，而李明憲也以大哥大手機揮打張

碩文，結果張碩文左眼流血受傷，緊急送醫後縫了九針，

而李明憲則左腳韌帶斷裂無法行走，也隨後被送進台大

醫院救治。 

                                                      
10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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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 21 日 

為了軍教免稅爭議，民進黨立委林重謨和無黨籍立委邱

毅，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引發嚴重口角，林重謨甚至向

邱毅打了一拳，導致場面一片混亂。 

2006 年 5 月 16 日 

在院會處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直航條款）時，民進黨

立委潘孟安不滿國民黨立委吳英毅否決臨時提案，突然

揮拳打吳英毅，導致吳出現輕微腦震盪現象，急診就醫。

吳英毅憤怒表示將提告訴，國民黨團也要求將潘孟安移

送紀律委員會。 

2006 年 10 月 3 日 

國民黨立委陳朝容不滿中油公司實施浮動油價，手持抗

議牌，佔據院會總預算案質詢發言台，由於影響民進黨

立委李鎮楠發言時間，李鎮楠向前協調未果，兩人爆發

一陣扭打。事後兩人互控對方作秀，揚言驗傷提告。 

2007 年 1 月 11 日 

於立法院法制委員會，為了銓敘部 95 年預算解凍案，國

民黨立委陳朝容與民進黨立委陳憲中一言不合，爆發激

烈肢體衝突，互相出拳重擊，雙雙受傷。陳朝容眼睛紅

腫，陳憲中被打倒在地，口角和眼角流血，場面十分混

亂，委員會草草散會。 

2007 年 1 月 19 日 

立法院院會的 後一天，朝野兩大政黨對於法案的審查

次序有嚴重岐見，國民黨黨團要求中選會組織法先審查

通過，再談總預算案；而民進黨黨團則堅持總預算案應

優先通過，否則免談。由於兩陣營都表明沒有協商餘地，

後不僅朝野立委連續爆發三次激烈的集體肢體衝突，

連立法院長王金平也遭意外拉扯受傷（遭被丟擲的書本

打中嘴角），開我國國會議長受傷先例。 後，朝野爭

吵結果，兩敗俱傷，一事無成。至於總預算案，也因為

朝野嚴重對立，竟首度無法在立法院正常會期結束前順

利通過。 

2007 年 3 月 8 日 

立法院院會審查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因民進黨

發動焦土抗爭，霸佔主席台，使得議事無法進行。在朝

野政黨集體對抗中，兩大政黨的女立委們也爆發肢體衝

突，其民進黨女立委薛凌、陳瑩、莊和子身體遭抓傷；

而國民黨女立委廖婉汝的身體也在拉扯中受傷 

2007 年 5 月 8 日 

立法院院會在處理「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時，

因朝野政黨立場不同，爆發立委集體衝突，在激烈「全

武行」過程中，民進黨女立委張花冠手臂被嚴重割傷；

而國民黨立委江義雄也在推擠拉扯中，頭部流血受傷，

隨後江委員在眾人扶持下急赴醫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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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20 日 

立法院院會再度處理「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時，

因在野的國、親兩黨與民進黨的意見嚴重歧異，爆發朝

野立委集體衝突。在混亂肢體推擠中，王金平院長被人

推出議場，無法主持會議，而主席台的克風麥也被人拆

除；除此之外，親民黨立委林憲官也跳上主席台與民進

黨立委郭玟成嚴重扭打，由於場面十分混亂， 後院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編製而成。 

表 2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歷年懲戒紀錄 

屆別 時間 被懲戒立委 被懲戒種類 原因 

第一屆 1969 年 魏惜言 
停止院會 

出席六次 

魏立委於會議時將主席台

上的文件丟棄在地上，並以

粗話辱罵立法院長黃國書 

第四屆 2001 年 羅福助 停權六個月

羅立委不滿女立委李慶安

日前質詢時指他是黑道，公

然以拳頭毆打李慶安 

第五屆 2003 年 游月霞 口頭道歉 

女立委游月霞質詢時公開

辱罵大陸委員會的主委蔡

英文是「老處女」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立法院資料整理編製而成。 

為何立法院審查重大法案時，部分立委會一而再地出現肢體暴力

行為？以及負責處理立院秩序的紀律委員會無法發揮有效功能？其

實經作者與 16 位立委深度訪談後發現，追究其因與紀律委員會所以

功能不彰與其組織成員的結構有密切關係。因為根據現行《立法院紀

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立法院紀律委員會係由各

委員會召集委員組織之，而召集委員八人係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各推

一人擔任之。也就是說，紀律委員會的組織成員完全是由立委擔任，

對於立法院發生暴力事件時，外界希望紀律委員會能做出公正的懲戒

處分，有時是不切實際的，11因為在自家人的庇護下，許多暴力事件

                                                      
11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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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置， 後常常是不了了之。因此本文建議未來立法院應重新修

法，明文規定紀律委員會的八位成員中，至多只能有 2 位是由立法委

員兼任（即不超過全部成員的三分之一），其餘六位成員（即全部成

員的三分之二以上）應由外界的獨立人士來擔任。如此，立法院紀律

委員會的懲戒功能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 

總之，立法院發生重大暴力事件時，對動手打人的立委應如何議

處，接受作者訪問的大部分立法委員都認為應由紀律委員會處理，但

也都普遍認為國會自律確有功能不彰的現象。為徹底解決上述問題並

發揮紀律委員會的功能，作者建議未來應在朝野政黨的合作下，共同

修法改造紀律委員會的組織架構。換言之，為展現「國會改革」決心，

未來立法院的紀律委員會成員，不宜全部皆由立法委員完全兼任，而

應配合由國會所同意的公正獨立人士（如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或已

退休之大法官、監委委員與考試委員等）來擔任，因為惟有如此，才

能發揮紀律委員會的功效，也才能嚇阻或減低暴力事件的發生。 

三、建立「除名」制度懲戒有重大暴力行為的立委 

「國會改革」（parliamentary reform）一向是國內朝野政黨和社會

各界長期關注的議題。歷年來，對我國中央政府五院滿意度的民意調

查，「立法院」常是敬陪末座。雖然「國會」本來就是個政黨競爭、

利益交換的場合，容易讓民眾有厭惡感覺（Rieselbach, 1990; Kiewiet 

and McCubbins, 1991），然而即使背負如此原罪，也不表示立法院就

可以立法怠惰，12立法委員就可以用粗鄙的三字經辱罵官員，或可以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12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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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出拳毆打立委同仁，此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435 號13

即可明之。再者，根據我國現行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規定，立法委

員應秉持理性問政，共同維護議場及會議室秩序，不得有辱罵或肢體

暴力等行為（參見表 3）。因此，要減少或斷絕國會暴力事件的發生

頻率，除紀律委員會大部份成員由公正獨立人士擔任外，作者建議立

法院也應引進「除名」制度，來懲戒一些動輒以肢體暴力「表達政見」

的立委，14否則根據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二十八條，以及立法院紀律委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13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14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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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等規定，目前懲戒立委的處分種類和強度（詳如

表 4），是不足以遏阻重大暴力事件的再發生。 

表 3  立法委員問政不得有之行為 

項目 行為種類 

一 不遵守主席依規定所作之裁示 

二 辱罵或涉及人身攻擊之言詞 

三 發言超過時間，不聽主席制止 

四 未得主席同意，插言干擾他人發言而不聽制止 

五 破壞公物或暴力之肢體動作 

六 佔據主席台或阻撓議事之進行 

七 脅迫他人為議事之作為或不作為 

八 攜入危險物品 

九 對依法行使職權議事人員做不當之要求或干擾 

十 其他違反委員應共同遵守之規章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立法委員行為法之內容整理編製而成。 

表 4  紀律委員會審議案件之懲戒內容 

懲戒項目 懲戒內容 

一 口頭道歉 

二 書面道歉 

三 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次 

四 
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得予停權三個月至半年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內容編製而成。 
 

總之，作者發現立法院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

會自律功能不彰，而自律功能不彰的改進方向，除紀律委員會之成員

不宜全由立委自身擔任外，另外就是必須加重紀律委員會懲戒處分的

強度與速度。此由於目前紀律委員會之處罰規定太寬鬆，根本無法發

揮制裁功能，尤其是對重大肢體暴力行為的立委，如果只是給予其停

權三個月至半年的處分，絕對無法嚇阻其未來繼續使用暴力的意圖。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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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者建議政府未來應參考一些民主國家處罰議員的規定，15並

引進國外「除名」（開除議員資格）的制度（參見表 5），亦即透過修

法或修憲方式，增列「除名」16且不得參選下屆立委的嚴厲罰則於《立

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或《中華民國憲法》等相關法

律條文中，因為惟有對嚴重行為不法的立委施以重懲，如此才是嚇阻

國會重大暴力行為 有效的利器之一。 

                                                      
15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16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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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外將議員除名制度規範於憲法的國家 

國家名稱 憲法條文 主要內容 

美國 

憲法第一條第五項 參議院、眾議院得規定各該院的議

事規則，處罰各該院的議員，並得

經議員三分之二的同意，開除議員

的資格 

日本 

憲法第五十八條 參、眾兩議院可各自制定規則，處

罰擾亂議會秩序之議員，但對議員

之除名，須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

上多數之議決 

瑞典 

憲法第四條第二項 任何法案提交院會表決時，國會議

員都應遵守法律表達意見。另國會

也可制定國會法，決定國會議員的

資格是否喪失 

巴西 

憲法第五十五條 參、眾議員有行為不端，違反國會

禮儀者，並經議員們以祕密投票方

式，且以絕對多數之議決通過者，

喪失議員的資格 

資料來源：作者參閱《世界各國憲法》資料後自行整理編製而成。 

四、國會問政即時全程轉播與議事資料公開透明化 

防止國會重大暴力事件的發生，除立法院的自律功能必須有效發

揮外，作者認為立法院應引進先進民主國家對國會嚴格的監督措施並

徹底實施，以減低立法院發生暴力事件的機率，並可增進立法院議事

的效率。例如立法院應將立法委員的問政實況透過「現場直播」（例

如由公視頻道轉播）並全程轉播給全國民眾收視，以及任何黨團協商

的過程和紀錄也應完全公布讓民眾能夠自由查閱；除此之外，國會議

事的資料也必須完全透明化，包括立委出席率、立委兼職情形、國會

助理姓名、接受政治獻金項目、各種投票與表決紀錄，以及遊說者的

登記資料等。17 

                                                      
17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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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第七屆立法院已建構一套數位隨選視訊系統，透過這套

系統，只要在立法院院區內上網或透過閉路電視，就可隨時並即時看

到各委員會、院會會議實況。另外，上述視訊系統自 2009 年 2 月 20

日後，社會各界也能透過立法院所設置的「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

系統」來查看立法院各會場立法委員的開會實況。但由於社會各界所

能觀看的常常並非是當日的現場會議情形，以及只有透過電腦、上網

等動作，一般民眾才能看到立法委員在會場的互動實況，如此極為不

便的作業方式，均使得民眾監督議員問政的效用大打折扣。 

作者所以建議將立法院議事全程錄影錄音並即時透過電視專屬

頻道予以公開，是因如此積極的防治措施確實是對國會暴力事件的防

治，會有相當程度的「治標」作用。因為根據犯罪防治理論所謂「情

境犯罪預防」18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主旨，即是以有系統、

完善的方法對犯罪環境加以管理、設計或操作，可增加犯罪的成本、

阻力和風險，並降低犯罪的酬賞，以及促發犯罪人的羞恥感和罪惡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18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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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如此可排除和降低潛在犯罪人犯罪的機會；簡言之，就是要使犯

罪人不敢犯罪，或即使犯罪其目標也不易達成（蔡德輝、楊士隆，

2011：352-360）。因此，不論是立委問政實況現場轉播、議事資料全

部公開透明、或是主席台麥克風與議場桌椅改成固定的裝備設置19，

以及立法院各項會議未來都強制配置兩名國會警察在場等作法（張淑

中，2010b），都是「情境犯罪預防」的具體實現，且在防治立委暴力

行為方面，相信會有一定功效。 

總之，根據作者過去服務於國會的實務經驗，及經與 16 名立法

委員（多數為現任的第七屆立委）深度訪談結果，未來由立法院制定

特別法律並設置「國會頻道」20或編列預算租用「公視」頻道全程播

放議程，以及將所有議事資訊公開上網供民眾自由點選等措施，絕對

是未來台灣國會改革的重要工作項目。因為惟有如此，才能讓立法院

                                                      
19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20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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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事行為完全受到監督，也才能讓有肢體暴力傾向的立委不敢隨意

動手打人；此因立法院過去所以會有許多以拳頭互毆事件出現，確實

與少數不肖立委的心態有關。因為這些立委認為「電視照不到，選民

就看不到」，所以才會有恃無恐地常常出現一些脫法行為甚至是暴力

肢體行為。 

五、重視民間社會團體監督力量並建立暴力立委姓名公布制度 

立法院是我國當前 高民意機關，代表全國人民扮演監督政府的

重要角色，除了審查預算、法案和重要政策外，政府部門任何弊端都

可以是立委問政的素材。然而，當立法委員監督政府的同時，也應接

受人民的監督，畢竟立委與官員同樣是領人民納稅錢的公職人員，當

然更不能規避於監督之外（Sheng, 2005），尤其近年來立委問政及其

清廉形象十分低落，以 2006 年法務部委託台灣透明組織所做的民調

顯示，在二十一種公務人員行業中，立委的清廉度排名為第二十名即

倒數第二名，換言之，近年來民眾對立委形象之滿意度及其國會表現

都有不佳的觀感。 

也由於台灣國會一直有議事效率低落、立委不勤於出席，以及肢

體暴力頻繁等不良現象，因此由全民監督立法院就成了社會各界的共

識和責任。而監督立法院的方式，除了人民四年定期於立委選舉時行

使投票權利，以及大傳媒體的輿論報導等監督機制外；一些由民間團

體或學術團體所成立的如「國會觀察文教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

盟」、「台灣前途展望協會」、「澄社」等相關組織，近年來也都在立法

院議事運作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監督角色。而上述由民間團體所成

立的常態性組織（如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除會定期發表對立委的評

鑑報告外，21也經常舉辦座談會、公聽會等活動，針對國人關心的重

                                                      
21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台灣國會暴力防治對策之探討－第六及七屆立法院案例分析 

125 

要法案或議題討論，並提出建言、報告供立法院和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總之，作者認為國內大眾及社會各界都應重視並全力支持這些非

營利性質而扮演監督國會的民間組織。因為國會改革不能完全依賴立

法委員或朝野政黨，此因國會議員、政黨身為利害關係當事人，不會

主動提出對自己不利的國會改革方案，唯有民間壓力才能迫使政府或

朝野政黨進行國會改革工程（Cox and McCubbins, 1993）。除此之外，

作者也鼓勵並建議這些民間組織可參考國外作法，將有暴力行為的國

會議員姓名定期公布，22供選民未來選舉時投票參考，相信透過如此

的監督機制，對防治或減低國會重大暴力會有一定的成效。 

六、修法提高國會議長警察權的法律位階 

衡諸歐美先進民主國家，國會是國家高度的政治中心，涉及行政

與立法兩部門的密切互動，牽引憲政體制與政黨制度的未來發展，也

常是政治領導者的培育場所，因此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代表台灣

高民意的立法院，卻常常給予外界是一個議事效率低落與肢體暴力不

絕的不文明場所。因此，為根除上述弊端，並徹底防治國會重大暴力

事件的發生，作者認為政府除了進行「治標工作」（例如將立委問政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22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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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全程轉播或將議事資料完全透明化）外，未來也必須規劃「治

本工作」，而所謂治本工作即是牽涉到法律與憲法條文的修正。因為

作者研究發現第六、七屆立法院曾發生多起重大暴力事件，甚至造成

部分立委嚴重受傷的事件，但當時主持會議的王金平院長都不願意動

用警察權處理之。此因目前有關立法院警察權的規定僅係被規範於

《立法院警衛勤務規則》條文中，而非被規範於《立法院組織法》、《立

法委員行為法》等相關法律，且即使依現行《立法院警衛勤務規則》

第五條之規定，明定「立法院警衛為維護會場秩序、防止危害及保護

委員安全，警衛人員得應院會或委員會主席之召喚，進入會場，執行

警衛勤務」，然上述執行警衛勤務的對象，是否就是直指或包含立法

委員，其實是有很大爭議。 

由於上述規範我國「議長警察權」的法源位階不高及其被執行對

象不明確，以致立法院多次發生肢體暴力事件時，主持會議的王金平

院長常不願意動用警察權處理，以致國會暴力事件發生不斷。23因此，

為強化主席維持議事秩序權限，並排除立委杯葛議事不法行為，以及

解決現行議長警察權的使用並無「法律」以上位階明文規定等問題。

本文研究建議，未來政府可參考國外制度的作法（詳如表 6），由國

內朝野政黨積極進行協商，並共同提案修法或修憲，賦予我國立法院

主席擁有法律以上位階的「議長警察權」，亦即將警察權的授權與如

何使用，正式規範於《立法院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

                                                      
23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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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行使法》或《中華民國憲法》等相關法律中。因為，唯有如此，

國會議長的尊嚴和權威才能維持與建立，而國會打架亂象也才有改善

的空間，且此也正符合「情境犯罪預防」理論所強調的「設立規範」

（Rule Setting）措施。 

表 6  國外將議長警察權規範於憲法的國家 

國家名稱 憲法條文 主要內容 

德國 

基本法第四十條第二項 國會議長管理議會大廈，並在大廈內

執行警察權。在聯邦議會大廈範圍

內，經議長許可，得搜索或扣押議員 

西班牙 

憲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 國會參、眾兩院議長代表國會行使全

部行政權，並於各該議院中，執行紀

律權 

希臘 
憲法第六十五條第四項 國會議長依議事規則之規定，為恢復

議場秩序，得對議員採取紀律措施 

賴比瑞亞 

憲法第三十八條 國會各議院應制定議事規則，由議長

維持議場秩序，以及經全體議員三分

之二同意，得將問題議員驅逐出議場 

哥斯大黎加 
憲法第一百二十條 國會議長如有需要，可依法要求行政

機關，將警察武力交由國會自由處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編製而成。 

七、修憲確定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定位 

除了修法提高我國議長警察權的法律位階外，未來進行修憲將我

國的憲政體制（中央政府體制）重新定位清楚，也是國內朝野政黨必

須考慮的長期重要工作，因為過去立法院所以會常常發生朝野惡鬥，

其實與我國中央政府體制不明確密切相關。因為，如果朝野政黨對於

目前國家的憲政體制，究竟是「雙首長制」（dual-executive system）

或是「總統制」（presidentialism）缺乏共識，24則當政府面臨「少數

                                                      
24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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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時，政府運作就會出現困難（Wu, 2008）。 

因此，為徹底解決上述憲政體制問題所帶來的長期困擾，未來修

憲確定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定位歸屬，為勢在必行的工作，因為採行

何種中央政府體制除會牽涉到國會制度的定位和功能外，也能避免或

減低國會重大暴力事件的發生。例如，採行「內閣制」中央政府體制

的國家如英國，由於其「政府」與「國會」都是由選舉勝利的 大政

黨（同一政黨）掌控，稱之為「府會同黨」或「一致政府」（Krehbiel, 

1996），因此不會有總統制國家所謂「朝小野大」、「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政治問題產生，故而國會議事抗爭較少且立法工作也

相對順利。 

八、加強提升國內民眾選賢與能的教育能力 

國會生態是社會縮影的反映，國會暴力更是「社會暴力」的翻版。

不論是由朝野政黨發動的大規模議員集體對抗，抑是國會議員相互毆

打的個人肢體衝突，都是非理性的問政表現，應為國人與社會各界共

同譴責。尤其嚴重的肢體暴力行為，會造成他人身體、心理與名譽相

當的傷害，已不只是國會失序行為，更可說是一種犯罪行為。25例如，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25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

許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

務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

整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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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第七屆26立法院亦曾發生多起肢體暴力事件（參見表 7），其中被

判刑的一件就是民進黨女立委邱議瑩 2009 年 4 月 22 日，於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議場中，掌摑男立委李慶華的事件，27而被掌摑的李慶華也

於當時隨後向台北地檢署提告公然侮辱，此事件後來經台灣高等法院

於 2010 年 7 月 15 日判決邱議瑩拘役三十天，但得易科罰金，全案定

讞；另一件也被法院判決有罪的肢體暴力案件，就是民進黨立委黃偉

哲 2010 年 7 月 8 日於立法院召開臨時會時，在會場中以計時器砸傷

國民黨立委吳育昇，此事件後來經吳育昇提告，台北地方法院 後以

傷害罪判處黃偉哲拘役 55 天，但得易科罰金，全案定讞。 

 

 

                                                                                                                        
解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26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27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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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第七屆立法院「肢體暴力」事件 

時 間 事 件 過 程 

2008 年 10 月 3 日 

衛生署長葉金川出席國民黨立委楊瓊瓔舉辦的記者

會，步出會場時遭到民進黨立委蘇震清、潘孟安推擠拉

扯，質問葉金川，「為何不出席民進黨團邀請的早餐會，

卻出席國民黨個別立委的公聽會？」。當時國民黨有立

委張碩文等人貼身保護葉金川，但朝野雙方立委仍爆發

嚴重的推擠與拉扯。在肢體衝突過程中，因葉金川被藍

綠立委團團圍住，無法脫困場面相當混亂， 後葉金川

的西裝與領帶被強行扯下，並帶著驚恐的臉色迅速離

2008 年 10 月 22 日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國科會預算時，民進黨立

委舉牌子在現場抗議。國民黨女立委洪秀柱與國科會主

委李羅權談話時，抗議牌子被放在兩人中間，干擾兩人

談話，洪秀柱不滿伸手一揮、牌子打到一旁民進黨女立

委管碧玲的助理，結果管碧玲衝到洪秀柱面前興師問

罪。 後洪秀柱與管碧玲兩人互相怒罵，在爭吵過程

中，管碧玲動手掌摑洪秀柱的臉頰。 

2009 年 4 月 22 日 

內政委員會邀請海峽交流基金會報告第 3 次江陳會談相

關事宜，由於江丙坤未出席，引發民進黨立委強烈不滿

並杯葛會議進行。在國民黨男立委李慶華發言過程中，

民進黨女立委邱議瑩在台下干擾，引發李慶華不滿，要

邱議瑩「有點家教」，邱議瑩認為罵到她的父母，因而

與李慶華爆發口角，李慶華指她是「潑婦罵街」，邱議

瑩突然從後頭給了李慶華一巴掌。李慶華指控民進黨是

暴力黨，要求將邱議瑩移送紀律委員會處理，會議暫停

舉行。 

2010 年 1 月 18 日 

立法院為《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召開臨時會，由於朝野

政黨立場完全不同，且雙方協商又破裂， 後國民黨團

大黨鞭林益世帶頭清理被民進黨所佔據的主席台，讓副

院長曾永權站上主席台，接著強勢展開逐條表決。在過

程中，由於民進黨為了阻止《地方制度法》修正案的通

過，而與國民黨立委大打群架，爆發四波嚴重的立委集

體衝突， 後國民黨版本的《地方制度法》經三十次表

決後，才驚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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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21 日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議大學法修正草案時，民進黨立委

全力阻擋陸生來台法案通過，除霸佔主席台外，並以高

分貝喊叫阻撓會議進行。隨後朝野立委爆發集體肢體衝

突。混亂中，民進黨女立委管碧玲等人，衝上主席台阻

止趙麗雲主席宣讀法案；後來趙麗雲又被人用手勒住脖

子，並遭人摀住嘴巴，未多久趙麗雲隨即昏倒送醫。除

此之外，民進黨女立委葉宜津也控訴其手部被人打傷流

血、管碧玲則稱其脖子扭傷。 後雙方立委肢體衝突的

結果，計有十多名立委及議事人員受傷。 

2010 年 4 月 26 日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私立學校法》修正草案時，因

為朝野政黨立場不同，雙方立委爆發大規模的肢體拉扯

與推擠。 後洪秀柱被推倒在地上，並卡在民進黨男立

委蘇震清胯下，場面十分尷尬。混亂過程中，會議主席

江義雄突然宣布更換會議室，轉移另一場地後，雙方立

委再爆發另一波大衝突，國民黨女立委郭素春袖子遭扯

破，國民黨男立委呂學樟因被激怒而民進黨女立委邱議

瑩推倒在地。 後在混亂的議場中，主席江義雄草草宣

布議事錄確認，而朝野立委則事後嚴厲互控對方的不

是。 

2010 年 5 月 10 日 

內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審查賦予採認

大陸學歷法源依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時，朝

野立委因意見不同發生多次肢體衝突。在雙方立委肢體

對抗中，主席台的麥克風被立委扯壞，壓克力材質的「委

員席」標示牌也被立委打破，連主席台後方的國旗也被

人撞倒。 後會議主席只好草草宣讀法案通過後並趁亂

離開會場，但因會議主席離開會場時並未正式宣布散

會，以致議事人員及官員們都不敢離開會場。會議延至

晚間六時許，雙方立委們再度進入議場開會，會議過程

中，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主席，被民進黨立委們拉住並被

壓制在國父遺像上，甚至其嘴巴也被人用手強力摀住，

後在混亂情形下，張慶忠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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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2 日 

內政、教育聯席委員會審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關採

認大陸學歷及開放陸生來台修正草案時，朝野立委們再

因立場不同，雙方爆發嚴重推擠和拉扯。民進黨立委蔡

同榮與國民黨立委吳育昇發生肢體衝突，國民黨立委費

鴻泰、林鴻池和孔文吉，立即向前將兩個人拉開，但不

久後，朝野雙方人馬又開始互相拉扯、推擠，且有立委

的脖子被人勒住，雙方立委火氣一觸即發， 後在一片

吵鬧中，會議一事無成。 

2010 年 7 月 8 日 

立法院針對 ECFA 召開臨時會，國民黨團提案逕付二

讀，民進黨強烈表示反對，結果雙方立委們爆發激烈的

肢體暴力衝突，在集體立委衝突中，朝野政黨立委均有

人受傷掛彩，其中郭玟成、劉建國被人用力推下主席

台，而國民黨立委吳育昇則遭民進黨立委黃偉哲以計時

器砸傷頭部流血送醫， 後被醫生縫了八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編製而成。 

一般而言，民主國家的國會，是立法專業精英聚合之所在，有這

些專業的法律政治家源源不斷地進入國會，立法品質方能提高，國家

的民主發展也才能持續深化（Deering, 1989; Mezey, 1993）。我國立法

院長期以來議事品質低落，並常常出現肢體暴力事件，其實作者以為

此就如同一般犯罪行為，並不全然是負面效應，有時反而可以提醒大

眾，注意並瞭解其發生成因、後果影響及改革面向，並積極預擬防治

策略。誠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1978）所主

張，只要有社會就一定有犯罪問題，犯罪無法避免，因為人類存在個

別差異性。而且犯罪是一種正常而非病態的社會現象，犯罪有時對社

會是有正面效用的，因為會促使人們注意社會問題，研究改革措施，

以弭平犯罪相關成因。 

基於上述，「國會暴力」如同「犯罪」問題，即使在任何先進民

主國家，都是不可能避免的現象，尤其要完全根除國會暴力事件更非

易事。因此，作者建議對於國會暴力存在的事實，政府有關單位或社

會各界都應抱持積極態度面對，並藉國會暴力事件的發生教育民眾

「選賢與能」的重要性。換言之，國會暴力行為或許難以根絕，但產

生嚇阻或減低其發生的機率，則提升選民「選賢與能」的能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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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因為，依據作者與 16 名立委的訪談結果分析，

每四年定期的立法委員選舉，是台灣人民當家作主 重要的時刻，如

果選民期許我國立法院是一個展現「理性問政」、「專業辯論」示範公

民教育的莊嚴殿堂，就應在投票時，謹慎選出形象佳、操守好、具有

專業能力的立委候選人。而立法院如果都能由優質的國會議員所組

成，相信我國國會的議事效率就會提高、暴力事件也會減少。反之，

如果選民缺乏判斷力、選擇力，甚至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在立委投

票時，只會選出一些搶曝光、博版面、喜歡作秀的候選人；或讓一些

人格乖異、譁眾取寵，甚至有黑道背景的候選人當選國會議員，那

後的結果就是國會立法品質不佳、國會暴力行為不窮。 

總之，我國立法院要達到「優質國會」境界，雖不是一件容易工

作，但也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作者認為要改革國會議事效率不彰現

象， 重要一項工作，就是先要減少國會暴力行為的發生，尤其是嚴

重傷害台灣國際形象的重大暴力事件。28而防治國會暴力事件的策

略，在「治本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持續提升選民「選賢與能」

的能力。至於具體作法，本文建議未來政府除運用各大傳媒體（如公

視頻道），加強宣導「反暴力」、「反黑金」、「反賄選」等實質概念外，

也應透過公民教育訓練課程（例如由各地方政府不定期舉行說明會、

座談會等）強化選民對反賄選的辨識力與判斷力；除此之外，更應教

導選民認知其對有暴力行為前科的立委候選人具有「制裁」力量，亦

                                                      
28 本文除文獻探討法外，主要是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方法，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近年來，作者克服了許

多困難，終於陸續成功訪問了 16 名台灣國會議員（立法委員）。在 16 名議員中，

有 4 名為女性議員，12 名為男性議員。而 16 名國會議員的黨籍，則是分屬於台

灣目前 4 個主要政黨（即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每位議員平均接受

40 至 50 分鐘左右時間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完全不受限制，但以國會暴力發生

原因、背景、種類及防治措施等相關問題為訪問主軸。除此之外，由於 16 名國會

議員，全都是至少連任兩屆以上的現任資深議員，且其中更有 3 位議員是兼有所

屬政黨「祕書長」的高階身份，因此根據他們多年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實務

經驗所提供的政治專業觀點，就具有相當代表性與非常重要價值。 後，作者整

理並分析所有訪談者的一手資料後，有了重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瞭解

到台灣國會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及提出本文內容中的防治對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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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深化選民對立委候選人的選擇力，使所有選民瞭解可以用手中選票

來淘汰不良的候選人。因為當台灣多數選民都能珍視手中選票時，就

是我國國會改革的重要契機和關鍵所在！ 

肆、結論 

立法院為台灣 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出的立法委員所組成，代

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就其職權、性質及功能而言，都相當於一般先進

民主國家的國會。台灣國會固然具備了形式上條件，但是國會文化的

內涵卻十分貧瘠，其主要原因，就是台灣國會運作時常違反「服從多

數、尊重少數」的民主原理，而此具體呈現出的現象就是「立法議事

效率低落」和「國會議員暴力行為」。尤其是重大肢體暴力行為所造

成的議員流血受傷事件，不只嚴重損及台灣國際形象，更是當前台灣

民主發展 大的致命傷。本文提出防治台灣國會暴力的八項對策，供

國際社會與國內各界參酌，目的就是希望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都能集

思廣益，提出建設性的防治對策。因為「國會暴力」問題，不只是中

華民國，更是全球民主國家，都可能面臨的重大國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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