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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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俊俋、林俊憲等 27 人，為建立立法委員專職制度
，提升問政品質，強化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之利益迴避，避免
受到不當干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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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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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期間之歲費、公費，應予停發。
四、本法所稱利益，增列非財產上的利益規定，以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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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行使表決權應不予計入。
六、增訂不當利益之禁止─禁止關說請託、交易行為之規定。
七、明定違反本法之罰則，及強制執行之規定。

提案人：李俊俋

林俊憲

連署人：陳亭妃

周春米

王榮璋

李應元

陳賴素美

邱議瑩

吳思瑤

吳焜裕

王定宇

陳明文

鄭寶清

吳秉叡

Kolas Yotaka

羅致政

蘇巧慧

何欣純

許智傑

陳曼麗

洪宗熠

陳素月

張廖萬堅

邱志偉

黃秀芳

江永昌

趙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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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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行

第二條

本法所稱立法委員關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立法委員關

一、修正立法委員關係人之範

係人，係指下列人員：
一、立法委員之配偶或共同

係人，係指下列人員：
一、立法委員之配偶及其直

圍。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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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明定立法委員為中央公職
人員；爰參酌公職人員利益

三、立法委員之二親等以內
親屬。

衝突迴避法第三條規定公職
人員關係人之範圍，修正本

四、立法委員或其配偶信託
財產之受託人。

條文。
三、參照條文：公職人員利益

五、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人
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

衝突迴避法第三條：「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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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

密會議時，對其所知悉之事
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

方式，對外洩漏。
違反前項規定，應交紀

方式，對外洩漏。

增訂第二項，對外洩密交紀律
委員會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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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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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已享有公費之待

領有專門職業證照或證
書之立法委員，於任期中，

遇，自不宜兼任其他公職或
營利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不得執行各該職業之職務。

，爰修正第一項。
三、為避免因執行專門職業業
務，可能產生國會議員行為
倫理問題及利益衝突情事，
爰增訂第二項，立法委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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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證照（書）者，於
任期中，不得執行職務。
第十一條之一 立法委員兼任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公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或私立學校或其他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機關或團體

時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爰
參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之職務者，應於宣誓就職後
三個月內申報之，並應隨時

三條之規定，明定立法委員
於就職後應申報本人於任何

更新申報。
前項所定事項之受理申

團體或機關所擔任或兼任之
職務，並應隨時更新申報資

報機關為立法院紀律委員會
。

料。
三、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之利益
迴避原則應屬國會自主之相
關事項，故訂定立法院紀律
委員會為本條相關事項之受
理申報機關。

第十三條 立法委員待遇之支
給，比照中央部會首長之標
準。

第十三條 立法委員待遇之支
給，比照中央部會首長之標
準。

一、增訂第二項。
二、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到期

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告

間未完成報到者，其歲費、
公費，應予停發，至其完成

期間未完成報到者，應停發
其歲費、公費；至其完成報

報告後，使得開始發放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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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

第十六條 立法委員受託對政
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

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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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期約或授受。

得涉及財產上利益之期約或
授受。

規定，爰修正本條文，增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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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

係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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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之價值。財產上的利益如

、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
。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將「財
產上利益」作列舉規範。

下：
一、動產、不動產。

三、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明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
價證券。

定「非財產上利益」之定義
。

三、債券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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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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

第二十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

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五條之規定，修正本條文，

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
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前條

作為獲取前條所規定之利益
者，應行迴避。

明定應行迴避之利益衝突事項
。

所稱利益者，應行迴避。
第二十二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

權就有利益迴避情事之議案
，應迴避審議及表決。

第二十二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

權就有利益迴避情事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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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未迴避者，其所行使之表

明確規範，若該表決權仍屬
有效時，則本條文僅具訓示

決權不列入計算，且不計入
出席人數。

效果，爰參酌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八條「股東對於會議之
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
東行使其表決權。」及第一
百八十條第二項「股東會之
決議，對依第一百七十八條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
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數。」之立法例，增訂
第二項明定立法委員應迴避
事項而未迴避者，其表決權
及出席不予計入。

第二十二條之一 立法委員及
其關係人，不得向政府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公營事業及其轉投資事業
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有關

避法第八條規定，增訂本條
文；以防杜藉不當行為，遂

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

行圖謀私利之情事。

人利益。
第二十二條之二

立法委員及

一、本條新增。

其關係人，不得與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及其

二、為防止行使職權之便，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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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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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為買賣、租賃、承
攬等交易行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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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而不迴避時，利害關係人

第二十三條 立法委員應行迴
避而不迴避時，利害關係人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
。

得向立法院舉發，立法院應
即請紀律委員會進行調查；

得向立法院紀律委員會舉發
；紀律委員會亦得主動調查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受理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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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請其迴避

，若調查屬實者，得請其迴
避。

會自律之精神；且經調查屬
實者，紀律委員會應強制請

。
立法委員經紀律委員會

應行迴避者迴避。
三、配合第二十二條相關修正

調查並知有應迴避事項而未
迴避者，由紀律委員會依第

，並參照歐美先進民主國家
之國會自律自主相關規定，

二十二條第二項辦理。

增訂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十一

一、本條新增。

條、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
二條之一或第二十二條之二

二、課以紀律委員會針對違反
第十一條及第十一條之一有

規定經舉發者，立法院應即
請紀律委員會進行調查；紀

關專職化規定、第二十二條
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二有關

律委員會亦得主動調查，若
調查屬實者，由紀律委員會

不當利益之禁止規定時，負
主動調查之責。

議處。
第二十四條之一

立法委員明

一、本條新增。

知應依第十一條之一規定申
報，而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

二、為約束立法委員能確實申
報第十一條之一規定之相關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

財產，爰參照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十一條 規定，明

報不實者，亦同。
立法委員受前項處罰者

定處以罰鍰並公告受處罰人
之姓名。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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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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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立法院紀
律委員會審議結果，認為違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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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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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本

二十條之規定者，並無處罰
之相關規定，爰參照公職人

人或關係人所受之財產上利
益，應予追繳；所受之非財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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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處理

一、本條新增。

機關）
本法所為罰鍰等處分，

二、為因應第二十四條之一、
第二十四條之二增訂罰則之

由立法院紀律委員會裁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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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強制執行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依本法所為之處罰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
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

能有效執行，明定強制執行
之相關規定。

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二十六條

（被移付懲戒委

第二十六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員得提出說明）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議

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
懲戒之立法委員得提出說明

懲戒案件時，被移付懲戒之
立法委員得提出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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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

一、增訂第三項。
二、為避免二親等內親屬或夫
妻同時擔任立法委員時，發
生審議懲戒案件時之利益衝
突之情事，爰增列第三項規
定。

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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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項）

（紀律委員會處

第二十七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會應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必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配合本法
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三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應每
月定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處理
下列事項：

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四條
之一、二十四條之二、第二十

召開臨時會議，處理下列事
項：

一、院會主席裁示交付之懲
戒案件。

四條之三修正，予以增列。

一、院會主席裁示交付之懲
戒案件。

二、院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
件。

二、院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

三、委員會主席裁決移送院

委 680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件。
三、委員會主席裁決移送院

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件。
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或

會議決交付之懲戒案件。
四、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

委員不依前項規定開會處理
懲戒案件者，應停止其出席

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

院會四次；本項之處分，報
告院會即生效。

四條之二、第二十四條之
三規定辦理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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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戒案之處分

）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議

第二十八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
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

懲戒案，得按情節輕重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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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力範圍如下：

上同意，得予停權半年至
一年。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
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
效力範圍如下：

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
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

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

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

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

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

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
選舉權。

第一項增訂第五款，增列停權
半年至一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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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

第三十一條
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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