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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意義與應有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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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台灣人民甫經歷一場大規模朝野動員的四項公投後，旋即迎來2022年1月9日的兩項

投票。一是台中市二選區原立法委員被罷免後的補選投票，另一則為台北市中正、萬華

選區的立委罷免投票。台中二選區被罷免的立委是「台灣基進」陳柏惟、中正萬華選區

面臨罷免投票的是無黨籍林昶佐。 

  2016年選罷法將罷免門檻下修後，民選公職人員被提出罷免的事例大增。如2021年

年初高雄市第九選區市議員黃捷罷免案、桃園市第七選舉區市議員王浩宇罷免案以及

2017年黃國昌罷免案，遭受罷免威脅的民代無一不是來自小黨如「時代力量」或「綠

黨」。現行罷免制度已成為大黨壓迫小黨或無黨籍民意代表的工具，罷免制度對於多元

政黨生態的危害已搬上檯面。 

  罷免規定於《中華民國憲法》第17條，公民藉此監督所選出的公職人員。對於民選

公職人員而言，罷免權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警戒政治

人物必須尊重人民意志與福祉。罷免更是選民以直接民權方式制衡代議民主的重要機

制。然而制衡並非取代，直接民權也非凌駕於代議機關之上的權限。公民罷免權力必須

遵循共和民主以及權力分立原則，受憲法節制。參考各國經驗可知，罷免條件、連署程

序以及如何與公職人員的任期制度相調和皆需妥當規定，目的是防止罷免遭有心人士濫

用以鼓動民粹或多數暴力。是以罷免制度的設計遠比選舉制度困難，且其運作尤須仰賴

公民的高度理性與自我節制。否則，罷免即容易成為政黨傾軋、鼓動選民對立以及壓制

少數意見或多元價值的手段，進而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正常發展。 

  罷免制度在我國為理論上合情、實際卻難行之例。實務上罷免案之提出、活動及罷免

條件屢屢出現矛盾或不合理現象，是以2016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必須大幅修改。然

而，罷免制度的問題更在於涉及憲政體制中的本質爭議。究竟罷免的性質與意義為何？如

何確保罷免的合理性以及避免罷免侵蝕代議機制與多元民主？這都是落實罷免制度的難

題。台灣過去在一黨專政以及罷免成案與通過的雙高門檻之下，罷免之弊難顯。如今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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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張，國人每每對罷免制度有浪漫迷思，總以為民權伸張，罷免必不可少。罷免於是易為

有心人士所趁，成為敗選後仇恨動員、惡意報復的手段。又被用為散播假新聞、假訊息

的場遇。輕則紊亂選民認知、干擾政府正常運作，重則成為敵國擾亂台灣的超限戰場。 

  本文首要釐清罷免之真義；其次是省思現行罷免制度在處理陳柏惟、林昶佐兩案中

呈現的荒謬，檢討現行罷免制度將各公職人員一體適用的妥適性。最後，筆者從多元民

主憲政與公民審慎理性的角度，建議國人應務實看待罷免制度並妥予改革。 

貳、憲政機制中公民罷免權之本質與迷思 

  學理所稱之「罷免」（Recall），係選民以投票方式令民選公職人員在任期屆滿前去

職。罷免對象為行政首長、議員或如民選法官、檢察官等；罷免理由為公職人員行使職

務悖離公意或其言行已不孚民望。一次大戰之後，各國憲法多納入罷免制度。用以嚇阻

公職人員規避法律約制而營私舞弊、專斷恣肆。選民則可透過罷免終止其職權並追究其

政治責任。蓋受選民委託者，不能違反人民的信任；人民委託給公職人員權力，可提前

收回。鑑於罷免可能被濫用，罷免後尚需補選；反覆選舉不僅延宕政務推動，選民亦不

堪其擾。官員亦可能因罷免而畏葸趨避、不敢負責。因此各國罷免制度，多有就罷免對

象、期限、理由與程序等設下限制。針對元首的罷免多行於總統制國家；內閣制國家少

有對個別閣員或議員進行罷免的事例，朝野政黨多以不信任投票或解散國會彼此制衡，

最終訴諸選民決定。 

  罷免既是在憲政體制中運作，其行使不得違反公民理性，也不得作為多數破壞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之用，諸如霸凌壓迫代議士之自由行使職權、阻絕少數多元價值呈現以及

違反權力分立原理等。作為公民行使直接民權的權力，罷免應受到制衡與監督。 

  國人長期受所謂「憲法係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遺教」的影響，對罷免作用

寄予厚望。又認為人民能直接決定的事項越多，代表國家民主化程度越高；投票年齡下

降以及罷免或公投門檻降低，必然有助於民主憲政施行。此等過於簡化的推論忽略罷免

欲合乎憲政民主精神，須賴公民素養以及完善的制度設計。多數公民俱備理性開放、尊

重多元以及審慎負責的民主素養尤為施行直接民權的關鍵。 

  罷免兼具「個人公民權利」以及「集體公民權力」性質。其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利，殆無疑問。罷免因有監督民選公職人員的效果，不同於其它的個人權利，而具有行

使公務權能的性質。1 自 2005 年《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次增修廢除國民大會後，直接民

權已完全由全體台灣公民行使。選舉或罷免投票，由有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事實之選舉

權人在其選區為之。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29 條，公民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

名方式進行罷免投票。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凡公民均享有罷免權。就罷免之提

議與聯署，公民亦得自由參與。選舉與罷免為公權或公職，行使與否固然取決於個人自

由意志，然而權利行使或不行使均不得違反參政權之公共性質，更不得違背民主本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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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界定個別人民罷免權限時，應參考《德國基本法》第 18 條精神，對於意圖以

罷免危害自由民主憲政者予以制止。2 選民集體行使選舉、罷免、法律或重大政策創制或

複決乃至於複決憲法修正案與領土變更案時，係以國家機關地位行使直接民權，藉此授

予政府機關民主正當性。選民權限既然來自憲法，自不得違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換言

之，罷免權不會因為由公民直接行使，就不受任何節制。 

  現代憲法保障社會多元價值，國會應反映國民組成與社會多樣。特別要保障少數、弱

勢與邊緣群體的代表性與權益不被多數、強勢、主流族群所忽視甚至犧牲。婦女或原住民

保障名額、政黨代表等均為落實「多元代表」。選舉與罷免制度，自不能違反上述原則。3
 

  公民透過集體行動罷免制衡民選行政首長或議員，為直接民權對抗代議民主的手

段。關於代議士與選民關係，現代民主國家率皆採取「法定代表說」或「國家機關

說」—亦即民選公職人員職位之取得，係因憲法與法律規定由選區內的選民決定。選民

依法選出公職人員，為全國人民服務。民選公職人員承全體國民之公意執行職務，非僅

為原選區利益而為；不受選區人民之訓令拘束，選民亦不得強迫代議士須為地方利益而

犧牲國家權益。4 此為學理上之「自由委任原則」，在十八世紀中葉後已是英國議會內閣

政體的憲政慣例。後來為各國憲法沿用，《德國基本法》第 38 條第 1 項後段明訂：「議員

為全體人民之代表，不受命令與訓令之拘束，只服從其良心。」各國憲法多有規定議員

免責權之保障，諸如，《義大利憲法》第 68 條：「議會成員不得因其在履行職務過程中所

表達的觀點及所投選票而被追究責任。」 

  《中華民國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區依法罷免之。」，此係基於

選務便利而設計。行之於行政首長尚屬可行，施予民意代表就可能與「自由委任原則」

以及「多元代表原則」有所扞格。選區公民代表全國人民選出並有監督公職人員之責。

選民不能僅因公職人員不合其利益或喜好任意罷免，必須公允理性、根據事理並參酌全

民公意，依法為之。 

  又民選公職人員均有法定任期。任期為憲法明訂民選公職人員受選民付託執行職務

的期限，雙方不得任意延長變動，否則即為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5 再者，憲法對特定

職位定有任期保障者，不僅確保個人職位之安定，亦是藉任期保障維護其獨立行使職

權，無所瞻顧。6 罷免縮短民選公職人員之任期，固然可將違背人民信任、荒廢職務、任

意擺爛甚至損害國家利益者從其職位拔除。也有令多數政黨藉機煽動民意、激化對立以

壓制少數政黨或獨立參選者實施其政見，甚至佔奪其職位的可能。 

  各國罷免制度皆有提出時間以及罷免次數限制。因被選舉人是否勝任、有無失職，

非經一定期間無從知曉。再者罷免提案與聯署需經一定期間，罷免之後，每每需要補

選，耗事費時且耽延公務。因此罷免必須慎重，選民不得輕慢以待。若容許敗選者任意

提出罷免，罷免動輒成為選舉的「延長賽」或「前哨戰」時，必不利政局穩定以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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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正常發展。 

  罷免迷思在於國人以為既然出於直接民權，必然優先於代議民主。且罷免由人民發

動與執行，看似無關政黨，但事實證明若無政黨介入並進行動員，連署就難以完成。何

種情形下可為發動罷免的正當理由？法無規定。於是，罷免為大黨利用以壓迫少數與限

制多元政黨發展。罷免之利得於政黨，選民未必得蒙其利。選舉罷免一來一往，政黨縱

橫捭闔統整壯大，選民卻飽受動員不堪其擾。2016 年後的台灣經驗，可證諸一二。7
 

  西方國家雖有罷免制度，罷免最終通過者其實並不多見。在 2016 年之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罷免必須有 2％選民提案，緊接須在三十天內完成 13％選民連署，

而且還須經投票率達 50％、同意票超過 50％的「雙二一」門檻才能通過，且罷免期間不

得宣傳。如此的高障礙使 1994、1995 年的擁核立委案、2015 年的蔡正元罷免案皆未通

過。2016 年國會改選後，民進黨主導修法將罷免門檻大幅降低。罷免案提議人比率將從

選舉人總數的 2％降低為 1％，連署人比率從 13％降到 10％，同時延長徵求罷免連署的

時間，立委、直轄市長、縣市長連署時間從三十日延長為六十日，縣市議員與鄉鎮市長

從二十日延長為四十日，鄉鎮市民代表與村里長的罷免連署日由十日延長為二十日。罷

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

之一以上，即為通過。區域立委與縣市長雖皆於單一選區選出，職位性質卻有顯著之

別；區域立委與縣市議員皆為民意代表，選制則完全不同。唯三者適用的罷免通過門檻

卻是一致。在這樣的情況下，三者理應根據職務性質不同，就罷免提出的法定理由與通

過門檻分別規定。 

參、從陳柏惟與林昶佐兩罷免案看現行制度之荒謬 

  現行罷免制度未明訂得提起罷免之法定事由，罷免提出往往繫於提案者之主觀好

惡。如「刪 Q 總部」成員楊文元赴中央選舉委員會提交罷免理由書時，提出四大罷免陳

柏惟的理由： 

1. 陳柏惟身為台中市第二選區立委，卻在桃園、新竹、台南等地設立服務處，未

心繫台中市民，也無心對選民負責。 

2. 陳柏惟身為在野黨區域立委，在立法院開放美國萊豬進口後，一路配合政府政

策、護航萊豬，並未傾聽地方民眾心聲。 

3. 陳柏惟曾在立法院總質詢時稱「兵役其實可考慮作為庇護的一種方式，效仿美

國徵兵制度的精神，開放香港抗爭者來台從軍，經過一定年限服兵役後，可以

取得相關居留權。」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僅表示，他也很關心香港民主自由的議

題，但這件事情仍然要慎重看待。 

4. 面對反對聲音，經常使用暴力及恐嚇言論。像是反萊豬議題，陳柏惟曾於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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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話，要在立法院一打三十五人，單挑在野黨立法委員，致使反對聲音恐懼。8
 

  審視陳柏惟委員被提起罷免的理由，即可發現罷免方理由中多有誤解代議民主內涵

以及仁智互見欠缺客觀理由之處。且未考慮陳委員身為「台灣基進」唯一一席立委，肩

負政黨的全國發展之責。理由中更充斥企圖誤導選民之假訊息。以萊豬為例， 我國迄今

萊豬零進口，且經由標示來源、追蹤查察保障消費者選擇權益。且立委的個人意見無法

形成法律與政策， 豈能將政策責任歸咎一人？諷刺的是在罷免投票後不到兩個月的公投

中，台中二選區對「反萊豬」一案投下的不同意票多於同意。  

  議員問政本於其良知與自由意志，政黨間政見之爭應透過議場內與公共媒體的辯論

說理進行，接受國人公評與定期選舉檢驗。不應以罷免對個別立委進行威脅。提議人指責

陳柏惟護航萊豬，追究其宣稱「罪犯都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甚至指控其支持娛樂性大麻

階段性開放等政策發言為「背離選區民意」。9 提案人忽略政策的可辯證性，更無視選民的

意見多元。至於提議人指稱陳「面對反對聲音，經常使用暴力及恐嚇言論」云云，查察事

實即可發現此與陳在立院遭遇中國國民黨黨團惡意杯葛，其問政權利被干擾沒收相關。政

見攻防之間，可嘆小黨民代不只居於弱勢，竟然還受罷免壓迫！豈能不令人噓唏感歎？ 

  林昶佐罷免案之發起方二階連署「錯假率」高達 30％。10 補件的 6,738 份連署書中

仍有高達 22％的「錯假率」。11最終雖突破連署門檻，然而連署時抄襲灌水明顯。又仔細

查閱提議領銜人鄭大平的罷免理由包括： 

1. 林昶佐在立法院投票反對公開《3+11 會議紀錄》，不顧萬華選民追求疫情破口真

相的民意，配合民進黨黨團掩蓋黑箱決策。 

2. 林昶佐在立法院投票反對修正《學校衛生法》，讓學生吃萊豬，影響學生健康。 

3. 林昶佐擔任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期間，十五次會議僅出席一次，讓受害者家屬蒙羞。 

4. 林昶佐身為立法委員迎接衛福部長陳時中下車，立法委員的監督立場與尊嚴蕩

然無存。 

5. 林昶佐公開高喊台獨，身為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無視國家主權及憲法。12
 

  上述罷免理由多建立在錯誤與片面資訊之上。部份理由無關被罷免人是否廢弛職

務，甚至是侵犯其個人之政治信念與一貫政見。 

  兩案之提議領銜人並非知名公眾人物，其行為看似與政黨無關，但罷免過程中政黨

斧鑿痕跡甚為明顯。加上片面、錯誤、主觀資訊大量散發，選民在有限時間內難以釐清

事實，就有作出錯誤判斷的疑慮。再者立委的問政成績無法僅憑短期表現就可評斷，更

非只限於服務地方。若選民對立委職責認識不清，即容易受到誤導。 

  罷免確有扼殺小黨生存發展，違反政黨公平競爭之虞。對大黨而言，罷免不過如牛

虻叮咬，對小黨卻有如巨斧重錘。小黨取得國會席次本就不易，進入立院若因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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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立黨團，更難有與他黨平等對話的機會。問政過程則經常飽受大黨擠壓，甚至連質

詢機會都可能在對立杯葛中慘遭沒收。時代力量的邱顯智委員都曾對此提出抗議卻未得

尊重。13 陳柏惟已成罷免制度的犧牲品，林昶佐即將繼之。雖說選民若能保持理性審慎

投票，尚可維持罷免的之公正性。只是一黨強力動員，另一大黨坐等漁利之下，小黨若

不想壯烈犧牲，就必須投靠大黨爭取庇護。政黨政治趨於民粹對立，議會內的多元價值

無從呈現，凡此均不利於民主憲政的正常發展。  

肆、改革罷免制度的幾點建議 

  選舉是現代民主機制運作的基本條件，罷免則否。罷免可拉下不適任的民選公職人

員，副作用卻是不少，因此論者多有主張縮短任期，即可取代罷免。至少必須確保罷免為

監督民選公職人員之最後手段，其行使必須符合理性、客觀、公正與尊重多元民主精神。 

  個別立委的違法失職可受國會懲戒以及司法追訴，其言行失格與失信可在定期改選

時被選民檢驗。陳林兩罷免案顯露人性之惡與民主迷思確實會扭曲罷免制度，諸如容許

少數藉情緒勒索意圖干擾民意代表獨立行使職權、選輸一方透過罷免企圖改變選舉結

果、甚至有意紊亂選民認知、使人對台灣民主選舉產生負面看法。因罷免發動門檻低且

可由人頭發起，失敗無人需要負責，成功可使政黨得利。縱使選民明智投票，惟罷免對

發動者而言本小利大，除非改革現行罷免制度，否則難以止遏倖佞之圖。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僅規定罷免提出之地點、期間、連署程序與通過門檻。欠

缺要求罷免提議人必須基於客觀、真實、正當且合理的理由。為避免罷免流於恣意妄

為、惡意操弄，筆者建議應立法明訂得為罷免之事由，避免選民只因一時情緒或個別喜

惡即發動罷免。提議後連署前，應允許被罷免人公開說明。選務機關須就罷免提議中文

義不清、理由未明、錯誤資訊等逐一列出；要求雙方說明並於一定期限內提供各界檢

視。經後續補正後方可進行第二階段連署，以表慎重負責。 

  現行罷免低門檻之於複數選區之地方民意代表，形同以眾暴寡。就算施於單一選區

之中央民代，亦與「法定代表說」或「國家機關說」的精神有所扞格。對於民意代表之

罷免門檻應與地方行政首長有所區隔。 

  提議方有確認連署人名冊正確性之責，以減少選務機關的行政負擔。若連署名冊

「錯假率」已超過一定比率，提議方應受罰鍰甚至被宣告該次提議或連署無效。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

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

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僅適用於已生損害之

情事。刑罰要件因採取嚴格認定，無法嚇阻虛假不實或片面惡意訊息的傳播。為維護選

舉與罷免投票的公平性，必須明訂主管機關有查察申明的權責。對於經舉報查察屬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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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誹謗且情節嚴重者，應增訂罰則處置之。  

  現行地方民意代表選舉採取複數選區制度。當罷免成為同意與不同意間選擇時，少

數民意所代表的價值容易受到多數民意壓制反撲。例如 2018 年以綠黨黨員名義當選的桃

園市第七選區議員王浩宇，獲得 16,292 票為該區有效票之 8.68％。同選區國民黨籍參選

者總得票數為 81,096 票，佔比為 43.17％；民進黨籍參選人總得票數為 54,953 票，佔比

為 24.30％。在 2021 年 1 月 16 日的罷免投票中，罷免同意票為 84,582 票，王議員被罷

免成功而去職。高雄市第九選區選出的時代力量議員黃捷，2018 年獲得 18,420 票為該區

有效票之 9.00％。同選區國民黨籍參選者總得票數為 92,935 票，佔比為 45.43％；民進

黨籍參選人總得票數為 68,692 票，佔比為 35.47％。在 2021 年 2 月 6 日的罷免投票中，

罷免同意票為 55,261 票，不同意票數為 65,391 票。事實上，黃捷議員若無民進黨奧援，

早已成為國民黨強力操作下犧牲者。只是經此一役，黃捷還能維持獨立於國、民兩黨之

外的問政立場？恐怕不易！ 

  筆者主張，複數選區的公職民意代表罷免連署與通過門檻均應提高，否則無從保障

少數政黨或獨立參選議員免於多數政黨操弄罷免的威脅。至於立法委員，即使維持現有

之提議、連署與通過門檻，亦應加上罷免同意票須佔有效票比例達 55％，亦即必須高於

不同意票比例至少 10％，罷免才算通過。藉此確保在職立法委員不會輕易被罷免成功。 

  最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5 條規定對於民意代表的罷免，須待其就職滿一

年後始可提出。筆者建議應延長至滿兩年方可提出。  

伍、結論—罷免既是公民權，自當秉公而行 

  民主制度與憲政公民兩者皆非完美，均在逐步修正中趨於合理、妥適以及可行。合

乎民主精神的罷免非僅以程序公平、自由投票為滿足。正義原則要求罷免必須考慮多數

決中少數容易受到多數壓迫的事實，尤須確保多元價值與少數參與不受侵犯。關鍵在於

選民能否堅持理性、公正、樂於思辨並存開放態度接受不同觀點、考慮不同立場，不受

政黨操弄左右。罷免是選民對於民選公職人員適任性的審判，既然是審判，必須根據事

理以及民主憲政本質進行判斷。若選民僅憑藉個人喜惡、私欲或立場投票，就會讓自己

成為他人仇恨動員、惡意報復或獵取職位的工具。豈能不戒慎為之？ 

  選罷法令規章完備規定且為選務機關確實、公正、與公平地執行，選舉結果才能獲

得公眾的尊重、信賴與遵循。罷免若定義為公民個人行使之參政權利，必定附帶義務與

責任。罷免若理解為公民集體作為之政治權力，必須接受約束與制衡。無論是權利或是

權力，罷免既然為公民所有，權利能否被合宜行使、權力能否被正當運用，端賴選民的

民主素養與公共美德。正因素養與美德難為法律所規範之，是以啟迪民智，培養惕守自

省的公民憲政教育至為要緊。徒法不足自行，唯有個人理性、常識與公共美德的提升，

方能令民主得到提升。盼望每次大選，都能為台灣帶來民主革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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