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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20 人，為推動陽光國會，國會議員應屬專
職化，同時更應遵守利益迴避規範，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等相關規定，且避免過往紀律委員會監督不全情事，
建立完善的紀律委員化之功能，爰擬具「立法委員行為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俊憲
連署人：李昆澤

陳曼麗

洪宗熠

周春米

王榮璋

李俊俋

蔡易餘

鍾佳濱

徐國勇

顧立雄

陳賴素美

江永昌

鄭運鵬

姚文智

羅致政

何欣純

陳明文

許智傑

邱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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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擴大立法委員關係人之範圍。
二、明定立法委員專職化之規定。
三、立法委員於各該會期報到期間未完成報到者，當會期之公費，應予停發。
四、本法所稱利益，增列非財產上的利益規定，確定利益迴避規範之完整
五、修正立法委員應迴避事項而未迴避者，將其行使表決權應不予計入。
六、增訂不當利益之禁止，包括禁止不當關說、請託以及任何交易行為。
七、明定罰則，使本法能有效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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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所稱立法委員關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所稱立法委員關

係人，係指下列人員：

係人，係指下列人員：

一、立法委員之配偶或共同

一、立法委員之配偶及其直

生活之家屬。
二、立法委員之公費助理。

系親屬。
二、立法委員之公費助理。

說

明

一、修正立法委員關係人之範
圍。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
條明定立法委員為中央公職
人員；爰參酌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三條規定公職

三、立法委員之二親等以內

人員關係人之範圍，修正本

親屬。

條文。

四、立法委員或其配偶信託

三、參照條文：公職人員利益

財產之受託人。
五、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人

衝突迴避法第三條：「本法

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

所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

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範圍如下：

。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
生活之親屬。
二、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
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財產
之信託人。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
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之營利事業。」

第十條

立法委員依法參加秘

第十條

立法委員依法參加秘

密會議時，對其所知悉之事

密會議時，對其所知悉之事

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

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

方式，對外洩漏。

方式，對外洩漏。

增訂第二項，對外洩密交紀律
委員會議處。

違反前項規定，應交紀
律委員會議處。
第十一條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

公營事業機構或以營利為目

第十一條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

公營事業機構之職務。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
。
二、憲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立

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領有專門職業證照或證

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書之立法委員，於任期中，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

不得執行各該職業之業務。

第 4 號：「由政府派充，且
有一定任期，不問其機構為
臨時抑屬常設性質，應認其
係憲法第七十五條所稱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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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釋字第 30 號指出
：「憲法第七十五條雖僅限
制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但非謂官吏以外任何職務即
得兼任，仍須視其職務之性
質，與立法委員職務是否相
容」；並指出「按所謂不具
相容性，係指憲法上之職位
兼任違反憲政之基本原理或
兼任有形成利益衝突之虞而
言。」。基此，適當的限制
立委兼職之規定，除可維權
力分立原則，並期能減低立
法委員行使職權時有利益衝
突之虞。
三、為避免因執行專門職業業
務，可能會產生國會議員行
為倫理問題及利益衝突之情
事，爰增訂第二項，立法委
員具專門執業證照（書）者
，於任期中，不得執行業務
。
第十一條之一

一、本條新增。

立法委員兼任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公立

二、為避免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或私立學校或其他非以營利

時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爰

為目的之事業、機關或團體

參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之職位者，應於宣誓就職後

三條之規定，明定立法委員

六個月內申報之，並應隨時

於就職後應申報本人及其關

更新申報。

係人於任何團體或機關所擔

前項所定事項之受理申

任或兼任之職務，並應隨時

報機關為立法院紀律委員會

更新申報資料。

。
第十三條

立法委員待遇之支

第十三條

立法委員待遇之支

給，比照中央部會首長之標

給，比照中央部會首長之標

準。

準。

一、增訂第二項。
二、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到期
間未完成報到者，其歲費、

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到

公費，應予停發，至其完成

期間未完成報到者，應停發

報到後，使得開始發放其報

其歲費、公費；至其完成報

到後起之歲費、公費。

到後始得發放報到後之歲費
、公費。
第十六條

立法委員受託對政

第十六條

立法委員受託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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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

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

第四條明定有非財產上利益之

得涉及財產或非財產上利益

得涉及財產上利益之期約或

規定，爰修正本條文，增列非

之期約或授受。

授受。

財產上利益。並配套修正第十
九條，定義非財產之利益。

第十九條

本章所稱之利益，

第十九條

本章所稱之利益，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

係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

係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

。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

二、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物品或其他財產或非財產

、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將「財

上之價值。財產上的利益如

。

產上利益」作列舉規範。
三、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下：
一、動產、不動產。

避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明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

定「非財產上利益」之定義
。

價證券。
三、債券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包括有
利立法委員或其關係人於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
業機關之任用、陞遷、調動
及其他人事措施。
第二十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第二十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

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

第五條之規定，修正本條文，

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作為獲取前條所規定之利益

明定應行迴避之利益衝突事項

其關係人獲取前條所稱利益

者，應行迴避。

。

者，應行迴避。
第二十二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

第二十二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

權就有利益迴避情事之議案

權就有利益迴避情事之議案

，應迴避審議及表決。

，應迴避審議及表決。

一、增訂第二項。
二、現行條文對於應行迴避而
未迴避者之表決效力，未作

立法委員有應迴避事項

明確規範，故增訂第二項明

而未迴避者，其所行使之表

定立法委員應迴避事項而未

決權不列入計算，且不計入

迴避者，其表決權及出席不

出席人數。

予計入。

第二十二條之一

一、本條新增。

立法委員及

其關係人，不得向政府機關

二、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公營事業及其轉投資事業

避法第八條規定，增訂本條

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有關

文；以防杜藉不當行為，遂

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

行圖謀私利之情事。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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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
第二十二條之二

一、本條新增。

立法委員及

其關係人，不得與政府機關

二、為防止行使職權之便，脅

、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及其

迫受其監督之機關或團體進

轉投資事業或政府捐助之財

行特定之交易行為；爰參酌

團法人，為買賣、租賃、承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攬等交易行為。

九條規定，增訂本條文；以
防杜藉行使職權之便，遂行
圖謀私利之情事。

第二十三條

立法委員應行迴

第二十三條

立法委員應行迴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

避而不迴避時，利害關係人

避而不迴避時，利害關係人

得向立法院舉發，立法院應

得向立法院紀律委員會舉發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受理舉

即請紀律委員會進行調查；

；紀律委員會亦得主動調查

發之機關為立法院，以彰國

紀律委員會亦得主動調查，

，若調查屬實者，得請其迴

會自律之精神；且經調查屬

若調查屬實者，應請其迴避

避。

實者，紀律委員會應強制請

。

應行迴避者迴避。

。
立法委員經紀律委員會

三、配合第二十二條相關修正

調查並知會有應迴避事項而

，並參照歐美先進民主國家

未迴避者，由紀律委員會依

之國會自律自主相關規定，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辦理。

增訂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之一

一、本條新增。

違反第十一

條、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

二、課以紀律委員會針對違反

二條之一或第二十二條之二

第十一條及第十一條之一有

規定經舉發者，立法院應即

關專職化規定、第二十二條

請紀律委員會進行調查；紀

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二有關

律委員會亦得主動調查，若

不當利益之禁止規定時，負

調查屬實者，由紀律委員會

主動調查之責。

議處。
第二十四條之一

一、本條新增。

立法委員明

知應依第十一條之一規定申

二、為約束立法委員能確實申

報，而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

報第十一條之一規定之相關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資料，爰參照公職人員財產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

申報法第十一條之規定，明

報不實者，亦同。

定處以罰鍰並公告受處罰人

立法委員受前項處罰者

之姓名。

，並公告其姓名。
立法委員受第一項處罰
後，經受理申報機關通知限
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
仍未申報或補正者，處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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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第二十四條之二

一、本條新增。

經立法院紀

律委員會審議結果，認為違

二、現行條文就違反第十六條

反第十六條或第二十條之規

、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

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二十條之規定者，並無處罰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本

之相關規定，爰參照公職人

人或關係人所受之財產上利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

益，應予追繳；所受之非財

之規定，明訂定處以罰鍰。

產上利益，應予回復原狀。
第二十四條之三

本法所為罰

一、本條新增。

鍰等處分，由立法院紀律委

二、為因應第二十四條之一，

員會裁決之。

第二十四條之二增訂罰則之
相關規定，明定受理審議、
申報事項之立法院紀律委員
會為罰鍰處理機關，以落實
國會自主之原則。

第二十四條之四

依本法所處

一、本條新增。

之罰鍰，經通知繳納逾期不

二、為確保依本法所為之處罰

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能有效執行，明定強制執行

。

之相關規定。

第二十六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第二十六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一、增訂第三項。

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

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

二、為避免二親等內親屬或夫

懲戒之立法委員得提出說明

懲戒之立法委員得提出說明

妻同時擔任立法委員時，發

。

。

生審議懲戒案件時之利益衝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

其個人本身之懲戒案，應自

其個人本身之懲戒案，應自

行迴避。

行迴避。

突之情事，爰增列第三項規
定。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
其個人本身之懲戒案，或被
移付懲戒之立法委員為其配
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者，應
自行迴避。未迴避者其所行
使之表決權不予計算，且不
計入出席人數。
第二十七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第二十七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配合本法

會應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必

會應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必

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三條、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處理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處理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四條

下列事項：

下列事項：

之二、第二十四條之三修正，

一、院會主席裁示交付之懲

一、院會主席裁示交付之懲

予以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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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案件。

戒案件。
二、院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

二、院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
件。

件。
三、委員會主席裁決移送院

三、委員會主席裁決移送院

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件。

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件。

四、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

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或

三條、第二十四條之一、

委員不依前項規定開會處理

第二十四條之二、第二十

懲戒案件者，應停止其出席

四條之三規定辦理之相關

院會四次；本項之處分，報

事項。

告院會即生效。

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或
委員不依前項規定開會處理
懲戒案件者，應停止其出席
院會四次；本項之處分，報
告院會即生效。
第二十八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第二十八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

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

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

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

分：

分：

一、口頭道歉。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

次。

次。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

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

個月至半年。

個月至半年。

五、經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

上同意，得予停權半年至

效力範圍如下：

一年。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
效力範圍如下：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
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
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
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
費。

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
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
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
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
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
選舉權。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
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
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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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增訂第五款，增列停權
半年至一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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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自立法院
第九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施
行。

委 413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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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