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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所必備的條件，政黨將各種不同利益間的競爭

與獲取，透過國會黨團在法律案及預算案上討論與爭議，最後可能強行

表決或協商妥協出法律案及預算案，以滿足其政黨之所需。民主政治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在國會中席次的多少代表

政黨之實力，在法案爭議時，多數黨可經由表決取得多數支持，以貫徹

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商方式對於少數政黨表示尊重，為減少政黨間之

對立與抗爭，爭取議事順利及立法效率，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便日受

重視。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第二屆立法院立法委員產生後，因第一屆大陸

地區選出之立法委員已全數退休1，立法院政黨版圖結構有很大的變化，

有四成多2的非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進入立法院，再加上若干特殊的因

素3，使當年中國國民黨實質上不再一黨獨大，而中國國民黨黨本身的立

法委員也因受制於選區壓力，讓各方不同意見與勢力都湧入立法院，當

時的立法院因缺少協商的機制與黨團有效的約束，使得議事混亂與對

抗，而朝野之間衝突與紛爭不斷，立法成效非常低，造成社會對新國會

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 

各界對立法院改革的期待及民生法案審查的壓力，迫使各黨團領導

                                                 
1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261號解釋，第一屆大陸地區選出之中央民代應於八十年底全部去職。 
2 第二屆立法委員當選時各黨之席次如下： 中國國民黨 92席、民主進步黨 51席、新黨 7席、其他
及無黨籍 11席，共 161席，其中非中國國民黨有 69席，約占 43%。 
3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有主流與非主流的新國民黨連線路線之分，非主流偶與在野黨合作，封殺執政黨
所提的法案或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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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入協調對立與衝突，希望能順利化解朝野的歧見，以增進議事效率，

通過民生期待之法案，黨鞭會不定期針對法案及議事進行協調，化解彼

此歧見，成為黨團協商(朝野協商)之雛型，而到立法院第三屆第六會期

（即八十八年一月），更進而將此一機制落實為法制化4。 

自陳水扁於八十九年當選第十任總統，因行政院宣布停建第四核能

發電廠，而與在野黨引發一連串衝突，最後甚至演變為國民黨在立法院

提出罷免總統的政治風暴。由於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中屬於少數之執政

黨，無法展現執行之實力，經常遭到在野黨聯盟聯手杯葛，並以關閉朝

野協商之大門對抗執政黨，此時「黨團協商」機制遇到空前的困境。 

第五屆立法委員產生後，民主進步黨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並與台

灣團結聯盟成為「泛綠陣營」，中國國民黨與親民黨成為略為過半之「泛

藍陣營」，成為綠、藍兩大陣營互相競爭與對抗5，重新為黨團協商開啟新

局。 

但會期開始沒多久，因受到政務官不到立法院備詢風波，中國國民

黨與親民黨兩黨團退出黨團協商，一度使協商受阻。其後在媒體輿論之

期待與壓力下，為審議民生法案與預算案而重啟黨團協商大門；惟因綠、

藍兩大陣營間的互信基礎薄弱與朝野互動不佳，且經常相互杯葛彼此的

法律提案，使得黨團協商一直都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黨團協商機制度實行至今多年，雖常有爭議且制度多所變更，但對

立法院運作及議事進行，卻有不少實質的成果，因研究者在立法院擔任

立法委員之法案助理多年，對於黨團協商多有涉獵，經常有機會參與其

中襄助相關工作，有深刻的感受，爰擬定為研究主題，深入研究「黨團

                                                 
4 立法院於 1999年 1月修法在「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及「立法院議事規則」等法規中，
明確規範黨團組織及黨團協商運作之方式。 
5 以第五屆第一會期登記參加黨團之立法委員，泛綠陣營占 103席，泛藍陣營占 115席，無黨及其他
黨籍有 7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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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制度之形成與運作機制，比較英、美、日三國國會黨團協商運作

機制，並就立法院黨團協商機制與運作的困境及缺失，提出策進方法，

期使立法院之議事更具效率，國會政治運作順利，以促進人民之福祉。 

 

貳、研究目的 

 

本論文之研究是以我國立法院第二屆到第五屆第二會期之黨團協商

機制為主軸，並以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議事規則

等相關法規為基礎，配合相關學說及理論，並參考英、美、日等三國國

會黨團協商機制，研究黨團協商制度之功能與機制，對立法院議事運作

所產生的影響加以評析。 

立法院是我國民主政治運行的重要象徵，也是最開放、最能代表社

會各種不同利益之機構；立法院在代議體制中，扮演著人民與政府之間

重要的橋樑，也是權利及利益分配的集散中心，行政、政黨、利益團體、

立法委員及各方勢力在此多所爭逐，自然產生許多衝突與爭執，故如何

取得共識與妥協，在黨團的地位法制化且運作成熟後，黨團對其成員約

束力日益增強，立法院內許多的爭議與衝突，透過黨團之間的協商，成

為解決爭議與衝突相當可行的途徑，使立法院運作得以更加順利。 

事實上，我國黨團協商機制之運作，有其深入研究與探討之必要，

蓋可透過此一研究找出黨團協商機制中各層次的問題，以及分析參與黨

團協商人員對此一機制之看法，期使黨團協商機制充分發揮其功效，以

利國會政治運作。 

 

本論文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會黨團協商民主機制與理論建構： 

 

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國會代議政治，可說是以政黨政治為其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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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政黨在國會中究竟應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國會中政黨間如何協

商，是現代民主政治中另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並以「協和式民主」

（consociate  democracy）、「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賽局理論」

（game theory）及「統合主義」（corporatism）等數項民主協商理論加

以研究。 

 

二、研究立法院黨團協商機制設計模式與功能運作： 

 

立法院國會黨團的組織，主要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及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6對黨團及黨團協商的規定，正式賦予立法院各黨

團的法律地位及黨團協商的法律依據與效力，爰就立法院黨團的政治角

色與功能、黨團協商之設計模式及運作加以探討。 

 

三、檢視黨團協商機制及提出策進之道 

 

黨團協商之主要目的在使朝野政黨各派在一個平等地位、和諧氣氛

及相互信任與尊重的過程中溝通，讓議事儘快取得妥協及共識，使議案

順利通過，故其對立法院運作之影響及優缺點應深入探究；另對黨團協

商機制進行檢視找出其運作之缺失，並針對其缺失提出策進之道。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及「法制研究法」為研

究方法之主軸，並以「比較研究法」及「歷史研究法」為輔助之研究法

（approch），因「黨團協商」進行多半是不公開的，故配以「訪談法」，

                                                 
6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為黨團協商專章，由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四條，對黨團協有詳細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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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對象進行訪談，探究「黨團協商」不公開之部分，使本論文之研

究可較為完善。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method） 

  

本論文曾收集相當多的有關於黨團及黨團協商之文獻，並分析整

理，以便印證相關事務或闡釋論點。所收集的相關文獻共分兩類： 

 

（一） 原始資料 

包括立法院相關法律條文及規定、立法院公報、黨團協商通知、黨

團協商結論記錄及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規程等。 

 

（二） 次級資料 

包括專門著作、期刊、研究報告、學術研討會、學位論文等相關學

術作品及新聞報導之資料。 

希望能就上述之資料探討相關理論及事實，作出綜合性的研究與分

析。 

 

二、法制研究法（legal approach） 

 

由於黨團協商機制是建立在相關的法律基礎上，本論文就「憲法」

及「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議事規則」，「立法

院各委員會組織法」及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規程等相關的法規與規定，

就其與黨團協商機制有關部分加以研究分析，探討黨團協商機制的法律

地位，並就其相關條文對黨團協商機制所付予的權能，及對於立法院整

體運作所產生之影響。 

 

三、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 

 

本論文之研究採比較研究法，以比較之方式對黨團及黨團協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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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對，其比較方法可分為兩種： 

 

（一） 斷代比較研究法 

針對黨團及黨團協商機制，於不同的時期，就其法制面、運作面及

其發展加以分析與比較。 

 

（二） 跨國比較研究法 

針對黨團及黨團協商機制，以英、美、日及我國為例，在某些條件

相同的情況下，就其制度、運作及其發展加以分析與比較。 

希望透過這些比較與分析，使本研究對黨團及黨團協商機制能有更

深入與明確的瞭解。 

 

四、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nalysis） 

 

本論文之研究針對立法院黨團及黨團協商機制為研究對象，採取發

展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朱浤源等編,2000,頁 182-184），該途徑需經

過一段時間的變化，為達深入研究及比較之效果，對於第二屆立法院後

至今之黨團及黨團協商機制之背景與發展歷程，必須要有一通盤之瞭

解，以便使本論文之研究得到更完善之印證。 

 

五、訪談法（interview） 

 

由於黨團協商在進行時並不公開，而過程也不會記錄，只有協商之

結論見諸立法院公報，故以深入訪談法以補其不足，訪談對象包括黨團

協商幹部(立法委員)、黨團助理、立法院相關幕僚人員、政府機關列席

協商官員及立法委員助理等，針對協商過程不公開部分，透過對其訪談，

加以分析及確證（李美華等譯, ,1998,頁 458），補強本論文之研究。 

 

貳、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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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機制可由其民主機制理論建構，英、美、日國會黨團協商

的政治運作模式，及立法院黨團協商機制之設計模式與功能運作，以建

立其研究之架構；本論文所設計之研究架構如下（見圖1-1）。 

  

 

 

 

 

 

 

 

 

 

 

 

 

 

 

 

 

 

圖1-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本論文所探討「黨團協商機制」其研究架構之概述如下： 

一、 首先探討國會黨團協商之民主機制理論建構包括： 

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

國會黨團協

商之民主機

制理論建構 

英美日國會黨

團協商的政治

運作模式 

立法院黨團協

商機制之設計

模式與功能運

作

黨團協商機制檢視與策進 

黨團協商機制研究發現

黨團協商機制未來發展 

黨團協商機制

對立法院運作

之影響 

黨團協商

機制之策

進 

黨團協商

機制之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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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建立「國會黨團」的基本概念。 

（二）研究民主政治中的「協商」功能與機制。 

（三）探討各「黨團協商」之民主理論學說。 

 

二、其次探討英、美、日三國會黨團協商的政治運作模式包括： 

（一）研究英、美、日三國國會黨團運作及其協商之模式。 

（二）對英、美、日三國會黨團協商制度之比較與評議。 

 

三、探討立法院黨「團協商機制」之設計模式與功能運作包括： 

（一）研究立法院黨團的政治角色與其沿革。 

（二）瞭解立法院黨團協商之運作、功能及制度之設計模式。 

（三）舉例說明與探究立法院黨團協商之運作情形。 

 

四、針對「黨團協商機制」加以檢視與並提出策進之道包括： 

（一）研究黨團協商機制對立法院運作之影響 

（二）檢視黨團協商機制之缺失並舉例。 

（三）針對缺失提出黨團協商機制策進之道。 
 

五、提出本研究之發現，並提出研究之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針對「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可由時間、機關、法制等方面來探討： 

 

一、時間之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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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時間，以第二屆立法院第一會期起，（八十一年二月一日）

至第五屆立法院第二會期止（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研究範圍。 

 

二、機關之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機關，以我國目前惟一的國會立法院，及各黨之立法院黨團

為研究範圍，並配合英、美、日三國國會及其黨團為輔，以便就其黨團

制度及協商機制之比較。 

 

三、法制之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法制以「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

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議事規則」及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規程等相關

的法規與規定，就其中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之部分為主要範圍。 

 

貳、研究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由於時間及個人能力限制，只以立法院黨團協商為主

軸，有關研究之限制說明如下： 

 

一、 黨團協商法制化7始於八十八年一月，到九十一年一月又經歷一次重

大的修正，但就黨團協商之相關法律條文及其配套措施並未見完

備，且深具政治性，使得研究的法律基礎無法更明確。 

 

二、 黨團協商除第三屆立法院有協商過程記錄外，自第四屆立法院起不

再記錄協商過程，只由秘書長派員支援，重點記錄8，而黨團協商經

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簽名並作成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列入

紀錄，刊登公報，因缺乏協商過程記錄，在研究時經常無法更深入

                                                 
7 於第三屆第六會末期通過國會改革五法，賦予黨團協商之法律地位。 
8 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0-71條。 



 
 
我國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 

10 

問題之重點。 

 

三、 由於個人能力及時空之限制，無法多加蒐集完整的國外相關文獻，

只能以英、美、日等三國會網站及國內所蒐集相關資料與文獻進行

研究。 

 

四、 接受訪談者，部分人員因工作職掌、政治立場或涉及利益，不便或

不願針對特殊問題回應，使得訪談結果未能深入問題核心，只能就

黨團協商部分訪談所得加以印證和分析研究。 

 

第四節 名詞釋義與國內相關文獻分析 

 

壹、名詞釋義 

 

一、國會黨團 
 

根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黨團至少須有八人以上。

但於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不在此限。 

  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

團，或合組八人以上之政團。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屬委員名單經黨團負責人簽

名後，送交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 

 

故立法院之「國會黨團」是指政黨在立法院擁有八名以上立法委員，

或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而該黨團即享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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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供辦公室及相關設備之權利9。 

 

立法院各黨團在國會整體意志之形成中扮演關鍵的組織、指揮、協

調及運作角色，黨團原則上是由同黨國會議員所組成，對外與其他黨團

進行政策競爭與制衡；對內國會黨團的內部組織與紀律、黨團領導人、

幹部產生方式及決策過程，都會影響到國會黨團運作的品質。  

 

第五屆立法院成立黨團之政黨有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

台灣團結聯盟等四政黨，及由無黨籍立法委員所組成的「無黨聯盟」，共

有五個黨團10。 

 

二、黨團協商 

 

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

黨團協商。 

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

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 

 

立法院「黨團協商」制度的立法本意，乃在提升議事效率與政黨的

角色功能，主要目的在於使朝野政黨代表以平等尊重、和諧的協商氣氛，

相互交流溝通，折衝妥協，取得彼此之共識，以利議案圓融順利通過，

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以第十二章「黨團協商」專章規範黨團協商之對象

與時機、主持及參與協商代表成員及其比例、協商之程序、相關事項及

                                                 
9 依據「立法院政黨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之規定。 
10 依據 2003年 3月各黨團立法院登記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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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結論之效力，而「黨團協商」一般俗稱或傳播界也常用「朝野協商」、

及「政黨協商」稱之。 
 

三、立法院會期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文之規定：  

第六十五條「 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於 

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完成之。」   

   

第六十八條「立法院會期，每年兩次，自行集會，第一次自二月至

五月底，第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必要時得延長之。」  

按上述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每年有兩次會期，每一屆立法委員

應有六會期，除第一屆因故未改選之外11，第二屆至第四屆之立法院每一

屆都是六會期。 

 

貳、國內相關文獻分析 

 

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之國內相關文獻與研究為數不少，茲就學位論

文、專書、及期刊等擇其重要者評述之。 

 

一、專書 

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國內書籍重要者有下列數本，其中古登美等：

《立法理論與實務》；周萬來：《議案審議立法院運作實況》；羅傳賢：立

法《程序與技術》；雷飛龍譯（Giovanni Sartori 著）：《政黨與政黨制度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等四本書籍中之內容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部

分與本論文之研究主題最為相近，分別評述如下，其餘書籍則列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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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登美等, 1997,《立法理論與實務》,台北:空中大學。 
 

該書由古登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人著作，該書有關黨團及黨團協

商之研究內容重點摘要如下： 

該書的第五章為立法機關之運作，其中第二節為立法機關黨團運作

的概況與發展，對於黨團運作及其發展有深入的研究與介紹；而第六章

為立法程序，其中的第六節在介紹兩院制立法機關之間的協議，對於兩

院制的國會其運作有異議時，為取得共識之協議方式有詳細的說明；第

十章為結論，其中第二節對於立法機關組織及議事運作制度的檢討與建

議，及第三節對於立法程序與技術之改進建議，對於黨團及黨團協商機

制之研究，提供相當實用的內容與資料。 
 

（二）周萬來,2000,《議案審議立法院運作實況》,台北:五南圖書。 

周萬來現任立法院議事處處長，該書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之研究內

容重點摘要如下： 

該書第四章為議案之議決，其中的第二節為院會審議，第一項主要

在說明議案協商，對於立法院的黨團協商機制，包括協商的對象與時

機、協商之主持與代表、協商之程序、協商結論之效力等有詳盡的介紹，

對於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的運作層面有深入的說明。 

 

（三）羅傳賢, 2001,《立法程序與技術》,台北: 五南圖書。 

羅傳賢博士現任立法院法制局局長，該書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之研

究內容重點摘要如下： 

該書第十七章為研究國會黨團之專章，對於英、美、日及我國國會

黨團之功能、法律基礎及組織，有精闢的研究與介紹；而第十九章在介

                                                                                                                                                    
11 第一屆立法委員因動員戡亂時期未能改選共計有九十個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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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我國立法院之立法提案與審議制度，其中第二節主要是研究黨團議案

協商制度，對於立法院的黨團協商機制有詳盡的介紹，並舉例印證之，

本專書對於本論文之完成有很多助益。 

 

（四）雷飛龍譯,Giovanni Sartori 著,2000,《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台北:韋伯文化。 

該書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Giovanni Sartori 教授於1976年所撰，對

於政黨政治及政黨制度之研究頗為深入，並將政黨進行經驗性的量化分

析，以比較之角度來研究政黨；該書第一篇為理論篇，其中第三章對於

政黨理論之架構有一初步之研究與介紹，第四章的第六節對於派系與政

黨之異同亦有詳細之說明與比較；而第二篇在介紹政黨制度，其中第九

章為政黨制度之綜合架構，對政黨之體系、功能、分類及研究途徑，在

其量化研究方式下之有精闢的見解，第十章為空間的競爭，對於政黨間

的議題、理念之競爭及協商，有深入的研究與獨到的看法，對於本研究

之進行有很大之助益， 

 

（五）許劍英, 1998,《立法審查論》,台北:五南圖書。 

（六）周萬來, 1999,《立法院議事運作大要》,台北:立法院。 

（七）立法院,2002,《立法原理與制度》,台北:立法院。 

（八）曾濟群,2001,《國會立法與程序》,台北:台灣書店。 

（九）陳淞山,1994, 《國會制度解讀》,台北:月旦出版社。 

 

二、學位論文 
 

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國內學位論文，近年來共有下列數篇，其中以

吳坤鴻, 《我國立法院「政黨協商制度」之研究》、林瑞雯,《立法院委員

會與黨團協商制度之研究（1999-2002）之研究》及洪莎嫚,《國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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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之研究(從法制規範與實務操作談起) 》等三篇論文與本論文之研究

主題最為相近，分別論述如下，其餘論文則列舉之： 

 

（一）吳坤鴻, 2000,《我國立法院「政黨協商制度」之研究》,東海大

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針對該論文之研究，有關黨團協商部分重點略論述如下： 

該論文認為「政黨協商制度」能適度地化解立法院內立法審議過程

的紛擾、縮短冗長的議事程序、減少朝野之間非必要性的議事抗爭、進

而提提升議事效率、其對民主代議體制運作影響甚大。  

該論文並參考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政黨政治發展經驗，對無充足民

主競爭經驗的台灣而言，可使立法院國會黨團運作及其協商能得到啟發

性思考。 

該論文並對「政黨協商制度」的產生背景、演變過程、及影響其運

作的重要因素加以探討，再針對轉型後立法院實際制度運作做評估，並

進行訪談，找出合理的答案，並提出精進修正現行「政黨協商制度」，以

落實政黨政治、提升國會整體效率。 

 

（二）林瑞雯,2002,《立法院委員會與黨團協商制度之研究（1999-2002）》,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針對該論文之研究，有關黨團協商部分重點略論述如下： 

該論文認為立法院之黨團協商制度之建立，是希望議案除在委員會

的審議外，也能再整合其他非委員會成員的意見，並有以共識決方式來

保障少數黨之意。但因委員會及黨團協商制度設計不當，引發若干之負

面之影響，而「委員會專業化，院會政黨化」口號，也難落實。 

第三屆立法委員在其任期結束前通過「國會改革五法」，並自第四屆



 
 
我國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 

16 

開始實施。該論文由制度面切入，並採比較的觀點來探討當前「國會改

革」中兩項最重要且相互關聯的議題：委員會與黨團協商制度。並以第

四屆第一至第六會期為時間範圍，探討此一時期立法院在新制度運作下， 

一、為何委員會功能為何依然不彰。 

二、黨團協商制度為何為各界詬病。 

三、黨團協商制度可改進之處。 

最後，該論文以第四屆立法院結束前再度修正之國會改革五法來檢

證該論文之研究發現，並參酌國外相關制度理論，提出改進措施藉供國

會改造之參考。 

 

（三）洪莎嫚,2001,《國會功能運作之研究(從法制規範與實務操作談

起)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針對該論文之研究，有關黨團協商部分重點略論述如下： 

該論文以立法院為我國當前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不管是各政黨或是

政治人物，對於在立法院合議制度下，所形成的權力分享與利益分配，

都有莫大的關注與興趣。再者，立法院職權之行使攸關人民生活財產的

維護，在民主化的過程裡，代表民意的立法院，更背負著民眾的高度期

待。並深入研究立法院之監督功能，對立法與行政之間的互動關係做一

明確的界定與釐清，將有助於瞭解我國民主政治的建立與實踐民主化的

進程。 

該論文並從法制規範層次與實務操作層次上，找尋出我國立法院所

具有的監督效果，以達到探究其監督功能之目的。從萬年國會到國會全

面改選，乃至目前歷經六次修憲以來，我國國會體制逐漸落實立法院真

正成為全國最高立法機關之制度設計，不過立法權如何有效落實其監督

制衡行政權的功能，除從靜態的憲法條文賦予的職權來分析，還必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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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態的立法權行使過程加以探討。 

 

（四）范佐雙,2002,《論立法院協商機制-以行政院客委會組織條例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五）許劍英,1996,《立法院委員會立法審查權限之研究》,輔仁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六）陳希文,1996,《立法院組織法之研究－兼論國會改革之方向》,國

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七）陳淞山,1992,《國會組織與制度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台北)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八）游雨鈴,1999,《國會黨團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 兼論我國立法

院黨團》,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九）黃麗香,1998,《國會政黨的組織誘因與立法團結：以第二屆立法

院為例的探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十）鍾宜家,2001,《國會預算審查權限之研究 - 由肉桶立法等相關法

制以論》,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十一）魏秋佩,1996,《國會黨團制度之研究─英、美、日三國分析》,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三、其他  

有關黨團及黨團協商，國內其他重要參考資料，包括：學術論文、

法律條文、政府公報、政黨組織規格、相關期刊與新聞報導，其中較重

要的有下列數項： 

 

（一）立法院公報。 

（二）立法院朝野黨團法案協商重點紀錄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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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委員手冊（第三—五屆）。 

（四）立法院常用法規彙編及立法統計年報。 

（五）立法院各政黨黨團組織運作規程。 

（六）立法院院聞（月刊）。 

（七）國策月刊。 

（八）月旦法學（月刊）。 

（九）中央通訊社資料庫（網路）。 

（十）立法院網站資料庫（網路）。 

（十一）英、美、日國會網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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