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議程設定之理論與實務 

    Downs（1972）提出議題具有一個如同有機體般的生命週題，剛開始只是一

個問題的出現，僅有少數人認知到其為一個政策議題；然後發生一件引起廣泛注

意和社會關懷的事情，促使這項問題開始被認真地研究及處理。然而當民眾已經

了解且興趣減弱後，該問題又進入一個議題監牢（issue limbo）中，重複相同的

週期形式。有學者也提到類似生命週期的論點，他們認為一個議程從提出到被採

納，可分為起始、議題擴張、公共議程、正式議程、決策、執行五個階段（Cobb 

and Ross，1997：19）。另外，除了有行為者進行議程設定的工作，當然也會有

相對的行為者進行所謂議程拒絕（denial of agenda access）的行動（Cobb and 

Ross，1997：25-45）。 

Kingdon（1984）也有類似的發現，他將議程設定過程分成三股不同的支流：

問題流、政策流與政治流1，當這三股支流匯流的時候，政策窗（policy windows）

就有機會開啟，成為一個正式的政策。然而政策窗開始的時間是不可預測的，也

因此政策的形成充滿不確定性。另外，Kingdon（1984）認為在議程設定過程中，

有許多的主要議程設定者，這之中就包含了國會這個角色。 

Cobb and Ross（1997：6-7）他們則將議程細分為兩個部分，民眾要求政府

採取行動稱為公共議程（public agenda）；而被政府考慮採行的選項則稱為正式

議程（formal agenda）。Kingdon（1984）的分類雖有不同，然而大體而言內容

並沒有太大的差異。其將議程分為政府議程（government agenda）和決策議程

（decision agenda）。政府議程是指政府內部和外部的人們針對當前某議題開始

認真注意，而當這個議題的確被炒熱後（really getting hot）便會進入決策議程，

                                                 
1 問題流：國家待解決的公共問題；政策流：學者專家平時對於各項政策的研究與建議；政治流：

則是一國的政治情緒，乃是各方勢力互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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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立法計劃或行政部門的決定。 

Starling（1988）也認為政策的產出，必須經過系統議程和制度議程兩階段

的討論（轉引自翁興利，1996：77）。系統議程是指系統內成員察覺其重要性和

迫切性，並開始廣泛討論，且於合法範圍內進行活動；制度議程則是指權威當局

開始認真思考此一議程，並且發展出一套可行的方案。 

從以上三者的討論中可以發現雖然對於議程的分類方式不同，然而議程設定

大抵可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府或人們開始對此議題感到興趣，且投以相

當的注意程度。第二階段則是政府開始有所行動來試圖解決，包括擬定政策或提

出法案。 

    由上述探討一般議程設定理論的文獻可知，本研究欲探討的委員會召集委員

議程設定是已經屬於議程設定的第二階段，即正式議程、制度議程和決策議程

中，一旦時機成熟政策窗就有可能開啟。所謂的時機應包括召集委員是否將此政

策或法案排入委員會討論的議程中。 

    國內針對國會議程設定的文章也在近幾年來不斷出現，翁興利（1996）檢視

第三屆立法委員選後的議題設定，認為立法委員之所以成為議題設定者是因為其

擁有制定法案的法定基礎，並有民意為其權力基礎。且其認為未來因為立法委員

對於議題的敏感度增加，會使系統議程到制度議程的時間縮短，但從制度議程到

政策產出的時間則不一定會跟著加快。 

    廖俊松、周俊妹、邱靜儀（1999）則引用兩個議程設定理論─垃圾桶決策模

式和政策窗決策模式2，套入國內的立法實例進行分析。其研究發現立法院的政

策產出由於處於一種制度化失序的狀態下，所以相當程度會受到某些機會因素的

影響而隨機產出。 

    針對立法委員提案階段，所可能產生議程設定的效果，盛杏湲（2003）透過

                                                 
2 所謂垃圾桶決策模式（garbage can model）是指政策決策場所如同一個垃圾桶一般，讓問題、
解決方案、決策參與者以及選擇機會隨意攪拌碰撞以獲得一適當的政策產出。欲期待一個適當的

政策產出則以上四者缺一不可。政策窗決策模式（a model of policy windows）類似本研究前述之

Kingdon理論，故不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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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一致或分立政府，立法機關和行政機關的相對影響力發現不論一致或分立政

府在重大法案議程設定上，立法院所扮演的角色沒有太大的差異。但是可以發現

若從提案的比例來看，執政黨的立法委員其議程設定的能力，有為行政院所取代

的趨勢；反之，在野黨的立法委員則會善用這項能力來增加其政治影響力，且會

積極尋求其他政黨組成聯盟，如第四屆的泛藍政黨聯盟。而此聯盟的態勢也持續

到第五屆立法院並未改變。 

    黃秀端（2003b）的研究中則就程序委員會議程設定的權力進行分析，其指

出若執政黨無法取得程序委員會的多數席位，則不論是一致或分立政府，程序委

員會都會由議程設定的角色變為議程拒絕的角色，則此委員會便是在野黨讓一個

法案快速通過或阻止其排入議程的最好場域。 

第二節  委員會議程設定之功能 

    民主國家的國會，代表人民行使權力，其應處理的事情及所負擔的責任甚

多。再者，國會議員人數甚多，集體決議常曠日費時且缺乏效率。因此，各國國

會多會設置常設委員會來分擔院會的工作，增加效率及品質。盛杏湲（2000b）

認為立法機關為了有效處理每日複雜專門的立法事務，因此衍生出委員會制度，

使國會議員可以專業分工，立法也更有效率。Heywood表示委員會除了可提供

法案和財政提案較詳細的思慮外，也可能為調查政府行政和監督行政權運作而設

立。他同時表示這類的委員會必須是常設且專業化的（楊日青等譯，1999：

504-505）。 

    此類常設委員會的功能可歸納成五項：（1）主導議程專家立法的功能：在院

會前先行審議，透過充分討論，加強法案品質；（2）監督行政機關的功能：透過

詢答過程發揮對行政機關的監督和控制；（3）利益表達與協商的功能：給予行政

機關、選民、專家和利益團體有交換資訊和意見的機會；（4）溝通與蒐集資訊的

功能：在院會前先行對爭議問題加以溝通，並蒐集法案審議的必要資訊；（5）冷

 8



卻作用與提供議事效率的功能：減少院會表決的對決氣氛，同時提高法案審查的

效率（王業立，2002：84-85；曾濟群、王元廷，2003：9-11；古登美、沈中元、

周萬來，1998：15-20；楊婉瑩，2002b：330）。 

那麼在眾多委員會功能中，究竟何者為最重要呢？針對此一問題，Jewell and 

Patterson（1977：219）便曾指出在一個比較大的政治體系下，委員會最主要的

兩個功能就是立法的政策決定與授權和監督行政行為。因此歸納以上文獻可發現

委員會雖具有許多功能，但仍是以「制定法律」和「監督政府」為主要功能。 

    就制度整體而言，委員會不僅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也是監督政府的最主要機

制，故立法機構影響力的大小，實決定於委員會的制度安排。也就是說如果立法

機構擁有強大的政策制定權，必然具有高度發展的委員會系統（劉有恆，2002：

289-305；盛杏湲，2000b：363）。 

    過去針對委員會是否在國會扮演強有力的角色的研究中，常以委員會的決議

是否受到院會尊重作為標準，即委員會的決策能力加以判斷。在美國 Shepsle and 

Weingast（1987）發現委員會對於其所交付的法案具有事後否決權，避免該法案

在兩院協商委員會時超出其所許可的範圍。Oleszek（1989）也發現近來委員會

對它送交院會的法案僅容許有限度修改的比例不斷增加。因此可知美國國會委員

會具有相當影響力。 

    關於我國立法院委員會決策能力的研究中，早期研究發現法案條文只要經委

員會審查通過，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院會亦能順利過關（吳宗敏，1977：87），然

此結論受到許多質疑，因為其未考慮通過法案間質的差異及許多爭議性法案已出

現「院會委員會化」的趨勢（盛杏湲，2000b：366-367；蕭怡靖，2003：12；陳

淞山，1994：65）。此外，從第四屆立法院黨團協商開始法制化後，協商結果常

針對委員會通過的內容進行實質修改（楊婉瑩、陳采葳，2004：134-135）。從以

上的研究可以發現我國委員會的決策能力應該並不突出。 

    然而，本研究將從另一個角度看待委員會在審查法案的角色─即委員會議程

設定的能力。委員會的決策能力大小相當程度也取決於其議程設定的能力。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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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委員會欲執行其功能時，都須將其具體化成委員會的議程，以便委員會成員了

解並依序進行。因此，議程設定可從另一視野去剖析委員會決策的影響力。 

    Shephsle and Weingast（1987：85）他們認為美國委員會具有影響力的原因

就是在於其是所轄政策範疇的議程設定者，同時具有否決權。Oleszek（1989：

81-82）研究指出美國委員會可以讓他喜歡的法案過關，讓不喜歡的法案被埋葬

在委員會中，在第 99屆國會 9,267件提案中，僅有 1,512件被委員會提交院會，

而其中僅 663件最終成為法律。而且自 1965 年起每屆國會都面臨多達 13,000到

29,000件的提案，卻沒有一屆國會，委員會提交院會審議的法案有超過 4,200件，

最終成為法律的也都不超過 810件。另外美國委員會還擁有許多程序性的特權可

以捍衛其所作的決定不受院會更改。 

    我國立法院的委員會也具有相同議程設定的能力，曾濟群（1976）首先指出

對於院會所議決交付審查之議案，委員會有擱置不理之權3，而委員會如此做的

原因，有時是因為院會不便對某議案進行否決，因此，交由委員會審議。若委員

會擱置此案，則其效果無異於否決此案。 

    一般而言法案進入委員會後有會三種結果，第一種是審查通過或修正通過，

向院會提出審查報告；第二種是決議不予審查退回院會；第三種則是被冰凍於委

員會中4，在過去法案審議是採屆期連續的制度下便造成積案（黃秀端，2000：

42）。而自第四屆起立法院採取法案屆期不連續原則，即若於該屆未完成立法程

序三讀通過的法案下屆不再審議。依據此一原則，日後若委員會不喜歡該法案只

需將其擱置一個屆期，該法案自然就胎死腹中5。 

    楊婉瑩（2002a）也提到除了少數逕付二讀的法案外，大多數法案欲成為法

律皆需經過委員會的審議，委員會是第一層法案濾網，決定哪些法案可以優先審

議或儘速二讀，同時透過委員會可以進行多種版本的競逐與淘汰。 

                                                 
3 因立法院內規中並未規定，法案交由委員會審議的時間限制。 
4 法案交付美國國會委員會後，委員會可有以下幾種選擇：審查後向院會報告、全部改寫原法案、
否決原法案或單純拒絕審查（Oleszek，1989：90-91）。 
5 除非下個屆期重新提案，此議案才能重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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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怡達（2004）則引用議程拒絕理論（agenda denial）探討第四屆立法院法

案審議中可能出現的議程拒絕點和議程否決者（veto player）及可能出現的策略

和方法。其研究發現，我國法案審議的議程拒絕點包括立法委員的提案、程序委

員會、院會、委員會及黨團協商。他發現該屆完成提案開始審議但未通過的法案，

在以上各階段中，以已付委未審議的數目最多，共佔 46％，即委員會審議階段

是最多法案被埋葬的地方6。 

     從以上的文獻和研究可知，美國的委員會不僅決策能力強且議程設定的能

力也強。反之，觀察我國委員會雖具有決策能力和議程設定能力，但是都不如美

國的委員會。因為在第四屆立法院中所有委員會審議通過的法案都需再經黨團協

商，且黨團協商中也常修改委員會的結論，導致委員會的決策能力嚴重流失，甚

至有被架空之虞（楊婉瑩、陳采葳，2004）。再者，我國委員會也沒有具備如同

美國委員會般的程序性特權來捍衛自己的決定，故其議程設定的能力因此受限。 

不過隨著制度的改變如黨團協商的改革、屆期不連續原則的實施，都使得我

國第五屆立法院委員會的決策能力和議程設定能力漸漸由弱轉強。因為自第五屆

立法院起委員會針對本身審議通過的法案，可以決議不經黨團協商，如此便可捍

衛委員會的決策能力。除少數法案外，委員會仍是大多數法案的決定場所，委員

會和黨團協商的決策影響力逐漸有均勢的趨勢（楊婉瑩，2004：7）。同時，經

委員會凍結一個屆期沒有審議完成的法案，下個屆期將不再審議，形同被否決。

此制度無形中也讓委員會議程設定能力變強。 

    由於我國委員會如同美國國會委員會一樣具有議程設定的能力，其可以決定

審議哪項法案，不審議哪項法案。藉此通過它所喜歡的法案，而那些它所不喜歡

的法案也常因為沒有機會進行審議而招致變相否決。因此，召集委員議程設定的

權力便是某項政策或法案是否通過的重要關鍵。 

                                                 
6 其餘未通過的法案：一讀被檔 6％、委員會開始審議卻未通過 22％、委員會審完卻未排入二讀

15％、逕付二讀但無下聞 4％、二讀開始但未通過 6％、二讀通過但三讀未通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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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召集委員之角色與權能 

    Evans（1991：45-72）研究美國參議院四個常設委員會7及其主席後發現，

議程設定是委員會主席的核心特權，議程不但是委員會應積極考慮的議題集合，

同時也建構出委員會主席和成員間的互動關係。而議程設定的本質會因主席的不

同而有顯著的差異。不過他發現雖然委員會主席的風格和制度安排會影響議程設

定，但是要解釋主席議程設定的行為，最重要的變數在於委員會成員對於該議題

偏好的強度和分歧，以及委員會主席在此分歧中的政策位置。換句話說就是委員

會主席必須爭取足夠政治支持，其議程設定的權力才不會受到挑戰。 

    因此，委員會主席在國會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委員會主席的位置，是美

國國會議員得以建立政治生涯的重要憑藉（盛杏湲，2001b：177）。委員會的主

席具有議程設定的權力，包括設定議程的性質、安排何種議案，議案審議的優先

順序都是由其決定，此外主席甚至可以影響立法政策的實質結果（Smith and 

Deering，1990：39-44）。Oleszek（1989：93-94）指出美國委員會主席可以運作

資源去拖延、加速或修改法案。因此，主席是委員會主要的「議程設定者」，並

運用其特權有力地去影響法案提報院會的形式和時機。 

    在我國立法院委員會中負責設定議程者便是召集委員8，由於委員會的待審

的議案甚多，而且委員會的開會時間有限，故召集委員便可進行選擇。吳昌錫

（1995：45）發現召集委員可以利用擔任主席的機會，適時運用議事規則來對法

案加以護航或阻撓，其可將自己屬意的法案優先排入審查議程儘速將其通過，而

對於不合意的議案則將之擱置。雖然我國立法院委員會主席─召集委員的權力不

如美國那麼大，但是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擔任委員會召集委員是一個能將

個人目標貼近立法過程的最佳位置（黃麗香，1999：118-199）。 

                                                 
7 分別為商業委員會（Commerce committee）、環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 committee）、司法委員會（Judiciary）及勞工委員會（Labor committee）。 
8
我國立法院的委員會主席不稱主席，稱為召集委員。這是因為我國行憲後的第一屆立法院，委

員彼此的資歷一樣，為減少領袖頭銜的意味保持和諧，故稱召集委員，此後沿用至今。（曾濟群，

19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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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婉瑩（2002a）也曾指出委員會內部擔任法案守門員角色，決定審查排序

者就是召集委員。委員會法案審議排序乃是由召集委員輪流決定，因此，召集委

員掌握了委員會議程設定的關鍵性權力。然而我國召集委員的輪值制度使得委員

會在議程設定上缺乏連貫性，甚至互相牴觸，使得行政部門得以各個擊破。同時

由於委員會在議程設定的能力上顯得零碎不完整，反而成為召集委員個人政治交

易和勒索行政部門的工具。 

    李妍慧（1999：18）研究財政委員會便發現每週的議程排不排得上及預算是

否過得了關，部會首長都會親自或派遣次長與召集委員溝通拜託，由於召集委員

具有強力主導權，也留下召集委員與相關政府部門、公營事業單位之間有「場外

議價」的空間產生。 

    此外研究利益團體介入立法決策的相關研究也發現，由於召集委員的重要

性，使得許多具有利益團體背景包括民間企業和地方派系的立法委員趨之若鶩，

希望透過此一重要位置使其欲推動的政策和法案得以順利實現或通過。（蕭有

鎮，1995：32；劉鳳珍，1995：95-96；林祐聖，2001：87）。 

    然而過去的研究尚未針對委員會召集委員議程設定的權力進行實證分析，僅

作理論的陳述和推演，故本研究的對象將設定為召集委員，以補充過去研究的不

足。 

第四節  影響召集委員議程設定之因素 

Searing（1991：1249）認為國會議員行為的動機主要包括兩個部分：一是制

度和社會的制約，另一則是個人主觀的偏好誘因。相對應下國會議員會有兩個不

同的角色，一是受制度制約的位置角色（position role），另一則是受個人主觀偏

好影響的偏好角色（preference role）。Strom（1997：157）則認為不應將兩者區

分得如此清楚。他表示立法角色應被視為在國會運作的制度架構下所產生的行為

策略。策略的選擇往往受限於議員本身時間、資源、媒體曝光率和組織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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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會議員往往因為對本身所有資源的分配不同而產生不同的行為。因此，本研

究也將影響召集委員議程設定之因素，區分為制度因素和個人因素兩大類以下將

分別檢閱相關文獻。 

壹、  制度因素 

國會的種種制度是國會議員行使職權的準則，因此，議員在國會的各項行為

也將受到制度的規範和限制，而召集委員議程設定的行為當然也會受到現存法規

的影響。 

知名新制度主義學者 North（1990：3-4）將制度界定為社會中遊戲的規範

（rules），或更嚴謹地說，是人類所發展出的規範，用來影響人際互動。且制度

不僅包含正式的規範如成文法規，也包含非正式的規範包含慣例和行為標準。因

此，在新制度主義的眼中，制度不再僅是法律條文或憲政體制，Lane和 Ersson

（2000：3-9）認為制度除可被視為規範，也可是一種為促進某些目標的機構，

建制、組織或協會。綜上所述，制度可視為規範個人或集體行為的正式及非正式

的一切規則與結構安排。 

那麼制度又是如何產生的？Thelen and Steinmo（1992）認為制度是人們在有

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不斷計算其利益下的結果。因此，制度最終將是各

種團體、利益、觀念和制度結構之間互動之下的產物。而制度界定了何謂正當行

為，決定相關行動者的相對位置及互動模式，影響行動者對其利益的認知、判斷

和決策（Koelble，1994：236）。透過制度的建立使合作變為可能，衝突降至最

低，且因制度具有強制性，可以懲罰不法，因此可以維持團體的秩序。理性抉擇

的學者則認為制度是為了避免個人自私的行為和危及整體利益的實現，因此，有

必要提供某種形式的制裁，以降低私人不合作行為所帶來的社會成本。所以制度

是種限制人們行動的措施或是規範（Koelble，1994：239-241）。 

因此，制度程序將影響個人行為策略的選擇，關於制度如何影響人們行為

Lane和 Ersson（2000：6）有個相當貼切的比喻，他們借用棋局（a ches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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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形容這樣的關係。在棋局中，關於如何走棋步，有著一套明確的遊戲規則，棋

手必須依照這套規則來下棋，只有依據規則所下的棋，才被視為有效的。因此，

這套規則將引導雙方的行為，並表現在每一個棋步上。 

因此，個人在制度內的行為，無法只從個人的行為解釋，只要個人長期暴露

在制度中，便不可避免地會受到制度所宰制及影響（莊文忠，2003）。 

那麼如何才能產生一個新制度或是令舊制度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

理性選擇的學者表示因制度是為降低互動所產生的交易成本而產生，因此只有在

行為者對現狀產生不滿且制度產生的利益大於成本時才可能發生制度變遷。簡言

之，建立制度或是要求制度變遷，就是為了降低成本與風險。（莊文忠，2003；

徐仁輝，1999）因此，若成本過高，則制度就不會產生或變遷，不過也可能會以

非正式或不成文規定取代。 

從上述的文獻可知，制度的功能是為了規範和影響人們的互動，個人的行為

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所處制度環境的影響，此種觀點也適用於國會研究上，立法委

員的立法行為應相當程度受到立法院內各項法律與內規的影響。而召集委員議程

設定權是其法定職權，既為法律所授權便會受到法律對其行使權力種種規範的限

制。此外，非正式的規範包含慣例或不成文規定對於召集委員所造成的影響也應

注意。再者，新制度論者認為制度尚包含許多法制化下的組織，在國會中例如政

黨、委員會，皆應包含在廣義的制度內涵中。而筆者認為政黨應是我國立法院對

於召集委員影響最大的法制化組織。因此，接下來本研究將視政黨為主要的制度

因素，同時輔以委員會及攸關立委產生方式的選舉制度和選區等其他因素，來探

討制度對於召集委員議程設定行為之影響。 

一、  主要制度因素—政黨因素 

雖然召集委員具有議程設定的權力，但是其真能完全自主不受拘束的設定議

程嗎？有論者認為政黨對於議員決策是具有影響力的，因為，政黨的主要目的是

推行其偏好的政策，獲得議席掌握決策權，故對於各項政策和法案的議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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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相當重視。因此，政黨不但扮演程序聯盟的角色，也是議題設定者，是重要

的決策主體。這便是國會組織決策理論中的政黨中心主義（the party dominated 

perspective）所主張觀點（Cox與McCubbins，1993；楊婉瑩，2002a：89-90；

曾濟群、王元廷，2003：5-6）。王業立（2002）也表示政黨在國會中具有主導議

程，推動立法及組織與監督政府等功能。 

    而為什麼國會議員會接受政黨的指揮和拘束呢？Cox與McCubbins（1993）

將政黨視為一個立法的卡特爾（cartels）來解釋這個問題。因為卡特爾和政黨都

面臨必須解決集體困境（collective dilemmas）才能使組織有效率運作的問題。在

國會中事務相當繁雜，有關立法的工作更是複雜且困難，因此，每個國會議員都

想搭便車（free-rider）不想付出。如此便產生一種集體行動的困境，國會便成為

如同 Hobbes（1950）所言之自然狀態一般。因此大家願意把權力交給一個權威，

政黨便成為 Hobbes所稱擁有絕對主權的巨靈（Leviathan）。也就是說，政黨是被

發明來解決許多國會議員面臨的集體困境。因為理性且未被組織的集體行動結果

會比有組織的更糟糕。盛杏湲（2001b）更指出責任政治無法建立在個別國會議

員身上，而是應建立在政黨政治上。也就是說如果沒有政黨，則國會將限於混亂

而無法完成其擔負的使命與功能。 

    Aldrich與 Rohde（2001）所提出的條件式政黨政府理論（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也試著解釋國會成員如何從原本獨立的成員變成為高政黨忠誠、政

黨衝突和制度上強勢的政黨領袖的過程。他們認為當黨內成員的同質性高且黨際

間的異質性高時，兩黨的議員便會逐漸授權給他們的政黨領袖，且會支持政黨的

立法議程。 

    總而言之，政黨之所以可以擔任主導立法的角色，是因為政黨能提供成員足

夠的誘因，這些誘因包括第一、建立同黨議員的集體認同感：共同承擔法案和選

舉成敗的責任。第二、提供同黨議員必要的資訊：包括立法上多方面的訊息，透

過彼此分享訊息和意見，達到法案和政策的通過。第三、提供同黨議員重要資源

或職位：如委員會席次或擔任主席、協助其競選等（盛杏湲，2000a：39；楊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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瑩，2002b：332-333）。政黨為求實現其政策目標，必然會想辦法控制國會的議

程設定（包含委員會），甚至成為真正的主體。由此可知，政黨應是影響召集委

員議程設定各項因素中影響力最大的因素。 

    從以上的觀點檢視我國立法院，政黨要主導立法掌握議程設定的權力，便須

先掌握委員會召集委員席次，而各黨召集委員的席次往往與其擁有多少委員會席

次有關。因此，政黨在立法委員參加何個委員會的階段，便會開始展開其影響力

（蕭怡靖，2003；楊婉瑩，2002a：95），藉此使其可以控制召集委員的選舉過程

（盛杏湲，2000b：367；李妍慧，1999：17-18；楊婉瑩，2002a：96）。如此一

來，由於立法委員當選召集委員需要政黨的支持，因此，召集委員在設定委員會

議程時便會受到其所屬政黨的影響。同時由於第五屆立法院委員會席次改依政黨

比例代表分配，代表政黨將可透過控制委員會席次以影響委員會的組成，同時影

響召集委員的產生，因為欲當選召集委員的立法委員，進入該委員會前需先經政

黨的同意，可以想見政黨影響召集委員的能力將變得越強。 

召集委員設定議程既然會受到政黨的影響，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召集委員在議

程性質的偏好上會呈現什麼樣的差異？就執政黨而言，議會中之多數黨可以透過

組織政府來實現其法律目的（陳淞山，1994：124）。我國不僅在過去國民黨以黨

領政時期，即使現在民進黨執政時，許多決策仍是政黨內部和行政機關作成。行

政院仍是重大法案的最主要提案者（盛杏湲，2001a：84-85）。大致上來說，執

政黨召集委員在議程安排上，往往優先考慮政府（行政院）的提案，而對在野黨

召集委員而言則優先考慮個人的法案，或是配合黨團同仁的法案偏好來作為議程

設定的基礎（楊婉瑩，2002a：100）。行政院不論在任何時期都是最大的提案來

源，且其在重大法案議程設定的能力也較強（盛杏湲，2003：81-89）。執政黨政

綱政策的通過有助於所屬立法委員未來的連任之路，因此，執政黨的召集委員有

誘因在議程設定上較傾向安排立法審查的議程。 

    就在野黨而言，在過去的台灣，執政的國民黨扮演既定規則的護衛者，在野

的民進黨則代表試圖改變既定規則，建立民主規則的角色（吳乃德，19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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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是多數決政治，同時又需保護少數人的權利。少數黨便會利用質詢制度

來監督多數黨（陳淞山，1994：154）。質詢制度源於英國，賴錦珖（1992）指出

內閣制下多數黨居於立法上的主導地位，法案從倡議到確定，主要都在內閣完

成，為落實責任政治便產生質詢制度，並使少數黨取得某種批評機會之平衡。因

此，質詢的意義在於監督政府，其目的在明瞭政府施政並提出批評。張茂桂（1990）

的研究指出過去在野的民進黨較著重政治類議題的質詢來凸顯兩黨競爭和國會

結構的不合理。他們改革體制的精神貫徹到其關心的每一個問題上，包括教育、

社會和文化等（吳乃德，1990：83）。此外因其在野反對與批判的角色，為民申

冤的個人利益質詢也是一大特色（吳忠吉，1990：52）。 

政黨輪替後國民黨與親民黨等政黨成為在野黨，應也會秉持反對黨的特性和

責任，且基於選舉的考量，在野黨沒有必要配合政府的施政，因此，其應會以代

表民眾監督政府為較主要的任務。故在野黨召集委員較有誘因在議程設定上安排

監督的議程。 

    除了執政在野之別外，政黨之間的聯盟關係是否可能影響議程設定呢？過去

國內有關國會政黨間的合作和聯盟的文獻主要集中於院會的投票結盟及立法的

聯合。吳宜蓁（2001）觀察第三屆立法院發現，政黨間聯合主要是根據各政黨的

選民基礎及立場與意識形態的差異而定，隨著法案類別的不同，聯盟的組合也可

能有所不同。如大陸定位法案就會形成國、新兩黨對抗民進黨的態勢，相對的改

革與政府組織調整類的法案，則可能出現國、新兩黨對抗民進黨或民、新兩黨對

抗國民黨的情況。黃秀端（2004）觀察政黨輪替前後立法院的投票結盟，她發現

在一致政府時期，各黨的黨紀較為鬆弛，政黨對決法案少，故常因議題的不同，

而產生不同的結盟。但是在分立政府時期，跨議題結盟的空間相當少，政黨對決

法案多。至於在委員會議程設定階段是否會出現政黨間合作或聯盟的討論則較

少，而這也是本研究將試圖解釋的部份，即除了執政在野之別外，政黨之間的聯

盟或對立關係是否會影響其議程設定。亦即泛藍立委、泛綠立委因為立場相近與

對立的差別是否影響其議程設定？相同聯盟或立場的召集委員是否會建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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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從上述的文獻可推知執政黨和在野黨乃至其所屬聯盟的召集委員在安排議

程性質上會有所差異。即執政黨（聯盟）召集委員基於立法是由行政院和其政黨

所主導，應較會安排法案審查的議程。相對的在野黨（聯盟）召集委員基於反對

與批判的角色，應較會安排質詢這類監督政府的議程。 

二、  其他制度因素 

（一） 委員會因素 

    Fenno（1973）指出不同的委員會會因為成員的目標、環境的限制、策略的

前提、決策過程和決定的差異而產生不同的運作方式。 

    Evans（1991）研究參議院四個委員會後發現，在議程設定上不同委員會間

會有明顯的差異。例如商業委員會面臨許多例行性的重新授權，因此大部分的議

程都屬於行政事務。相對的環境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席則常透過議程順序的改

變來產生共識和避開衝突。而在司法委員會「程序」常扮演重要角色，使主席可

以達到其想要達成的目標。最後，勞工委員會則是重視共識，一個沒有獲得足夠

政治支持的議程，常常招致挑戰及失敗。 

    黃秀端（2000）也曾研究我國立法院財政、司法和教育三個委員會的運作方

式，她發現各個委員會的環境和委員加入的動機都不相同，導致各個委員會形成

不同的決策規則和過程，進而可能影響決策結果。例如財政委員會的議案常伴隨

許多利益，因此決策若不私下解決，則會在檯面上引發激烈爭執。司法委員會則

為反對黨所掌握，並常出現幾位認真審查的立法委員。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則自詡

為專家，參與度高、自主性強，故其決策也較受尊重。 

    當然由於各個委員會所牽涉的利益和運作方式不同，也導致委員會出現冷、

熱門的差異。蕭怡靖（2003）的分析發現財政、經濟及能源和交通委員會，因為

審議的法案常與選區選民利益甚至是立法委員自己本身利益相關，因此成為最多

 19



立法委員極欲參加的熱門委員會。相對的外交及僑務、司法和法制委員會，則因

為所審議的法案較無利益關聯性，而成為最不受歡迎的冷門委員會。 

透過上述的文獻可知委員會的性質的確會影響其成員的行為，本研究將把焦

點置於召集委員所在委員會性質的差異，是否會影響其設定委員會議程的行為

上？如法制委員會的待審法案較多，是否造成其召集委員為避免失職而多設定立

法議程，而較少安排監督政府的質詢議程？反之，待審法案較少的外交委員會，

是否呈現相反的狀況？藉以與過去研究做出區別，並試圖補充其不足。 

（二）  選區因素 

    Mayhew（1974）曾指出國會議員是一心一意的連任追求者，對於一個國會

議員而言連任是其最重要的目標，若無法連任則其議員生涯將告結束，當然其議

員的職權也會中止。因此，國會議員的立法行為必然會受到其選區的影響。此外，

選區選民的特質及要求，也會影響立法委員選擇委員會。透過進入該委員會後，

取得召集委員的職位是其滿足選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召集委員在設定

議程上也應會受到其選區的影響。根據選出方式的不同，個別議員對於選區的認

知也不同。我國立法委員依產生方式大抵可分為兩大類，一類是透過人民選舉產

生，另一類則是依照政黨比例代表方式產生。 

    Panebianco（1988：9-11）在探討政黨運作時，引用 Olson（1965）所提出的

集體性誘因（collective incentives）和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理論。即

一個政黨通常會提供其成員以上兩種誘因來維持其發展。「集體性誘因」包含成

員共有的身分認同、連帶責任感及意識形態。「選擇性誘因」則是針對特別份子，

所給予的特別權力、地位或物質。而在我國立法委員制度中，全國不分區立委，

則可視為政黨給予的「選擇性誘因」（蕭怡靖，2003：25）。 

    我國當初設計全國不分區的出發點，原為鼓勵各黨提拔學養豐富且專精立法

工作，但無法適應台灣選舉文化或缺乏選舉細胞的人士進入國會。期望他們能以

全國性的視野為國家利益把關，而非汲汲營營於地方利益。當然最終目標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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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能有效提升國會議事效率和問政品質（吳東野，1999：148、羅清俊，2002：

40）。 

    然而根據羅清俊（2002：41-46）研究第四屆立法院後發現不分區立委在於

法案審查階段不一定能提出適切且專業的見解，即實際的運作情況與制度的原義

並不相符。黃麗香（1999：107-117）研究則發現國民黨不分區的委員相對於民

進黨而言較願意在立法審議的過程中配合黨的決策。 

    本研究將從委員會議程設定的角度出發，再次探討不分區立法委員擔任召集

委員時，是否較區域立法委員較傾向安排立法議程或是配合其所屬政黨的決策。 

貳、  個人因素 

   接下來本研究將探討影響召集委員議程設定行為之個人因素的相關文獻。楊

婉瑩（2002a：94）透過訪談得知包括立法委員的個人興趣；過去的職業、意識

型態及個人利益也會影響其委員會的選擇。根據相關研究發現男性和女性議員對

於立法行為有相當不同的取向9，女性議員通常較關心教育、醫療保健、社會福

利、兒童與婦女權益等相關性質的法案，女性立法委員也較男性立法委員認同婦

女、兒童、弱勢族群等選民群組（楊婉瑩，2001a：324-325）。鄭莉萍（1997）

選擇三項婦女議題的法案研究發現，立法委員會因為擔任委員會召集委員，而在

相關法案中的立法參與（包括發言、連署及提案）強度變強。 

    羅清俊（2002）研究則發現當立法委員的「資深程度」越高、「教育程度」

越高」及其過去經歷與該法案有關的話，則越能針對法案重點提出適切的專業見

解。盛杏湲（1997b：20-21）也發現立法委員掌握的立法資源多寡及資源種類也

會影響其立法參與的強度，例如擔任召集委員或程序委員或資深程度越高者，在

立法參與的強度越強。 

    以上的研究發現立委個人的背景屬性會影響其在立法院中的立法行為，包括

                                                 
9 相關研究的詳細內容可參考〈由民主代議政治的理論與實踐檢視性別比例原則〉（楊婉瑩，

2001a）及〈性別差異下的立法院〉（楊婉瑩：2001b）兩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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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選擇和立法參與，而召集委員最重要的立法行為之一便是設定委員會議

程，因此，召集委員在議程設定的行為上應也會受其個人背景因素的影響而有所

不同。本研究將引用過去研究影響立委立法行為中所使用的個人因素，來探討這

些因素是否也同樣會影響召集委員的議程設定，而其結果是否相似，如有不同則

其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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