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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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尤美女、顧立雄等 24 人，鑑於我國之國會調查權並
不完整，僅限於文件調閱權，而無他國之國會聽證制度等調
查權，然 2004 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五八五號解釋文，早已闡
明立法院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以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
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為明確訂定立法院調查
權之相關要件與程序，使立法院有效行使憲法及憲法增修條
文所賦予之任務，完善質詢、文件調閱與聽證制度，以符釋
字五八五號解釋文之意旨，爰提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尤美女

顧立雄

連署人：蔡適應

蘇巧慧

洪宗熠

張廖萬堅

李俊俋

余宛如

王定宇

呂孫綾

鄭運鵬

吳思瑤

陳曼麗

吳焜裕

何欣純

李應元

吳琪銘

劉世芳

蔡培慧

葉宜津

周春米

黃國書

黃秀芳

鍾佳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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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立法院歷經多次修憲，其形式、功能漸符現代民主國家之運作。惟立法院仍缺乏聽證與
調查制度，以致無法有效行使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任務。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
釋文已明確指出，立法院可修法明定我國調查權行使之或相關要件與程序，解釋內容略以「立法院
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
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辨，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
為在權力分立前提下，強化立法院固有之權能，擬提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立法委員得依其憲法之職權，行使調查權，並得委任立法委員以外之專業人士協助行使調
查權。（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二、增訂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設立之時期，並明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之名稱及相關調查事項
應分由院會或委員會決之。（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三、增訂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之委員及其召集委員產生方式。（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一）
四、增訂行使調查權之範圍，及有關行政特權或政府機關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職權爭議處理方式
。（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二）
五、增訂行使調查權之方法。（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三）
六、增訂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之幕僚組成及其工作分配。（修正條文第四十六之四）
七、增訂有關機關、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對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行使調查權之要求，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八、增訂可查閱文件之人員，並明定有關抄錄文件程序。（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之一）
九、增訂無正當理由拒絕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行使調查權之要求時，其相關追究責任之處置與應
行程序及救濟。（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十、增訂有關調查報告書、中間報告製作及提出程序。（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一）
十一、增訂調查事項之處理或進行、除調查委員會成立外，不得交付黨團協商。（修正條文第四十
八條之二）
十二、增訂相關人員之保密義務及例外。（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三）
十三、增訂聽證會以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召集委員為主席及聽證會得徵求有關之證人、相關資料
，必要時，非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所屬委員並得以證人之身分陳述證言。（修正條文第四
十八條之四）
十四、增訂聽證會主席之職權。（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五）
十五、增訂聽證會以公開、秘密或不公開方式舉行之時機。（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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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增訂聽證會以秘密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舉行時之保密義務。（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七）
十七、增訂聽證會旁聽規則之授權、聽證紀錄之作成與其應包括事項與例外。（修正條文第四十八
條之八）
十八、增訂聽證會採訪規則之授權依據及祕密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舉行聽證會時，不得進入會場採訪
。（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九）
十九、增訂舉行聽證會前得行預備詢問之授權依據及其有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
二十、增訂證人、鑑定人之名單之產生時點及應具之資格。（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一）
二十一、增訂聽證會通知書應載明事項及其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二）
二十二、增訂聽證會應依個案繁簡程度及出席委員、證人、鑑定人之人數決定其相關進行事項。（
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三）
二十三、增訂聽證會進行之程序。（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四）
二十四、增訂輔佐人發言時機。（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五）
二十五、增訂證人、鑑定人得提出資料或其他物件代替、輔佐陳述。（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十六
）
二十六、配合調查權之增列，酌增有關人員報酬及相關費用支給標準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七
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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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八章

條

文

調查權之行使

現

行

條

第八章
理

文

說

明

文件調閱之處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為行使憲
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賦予之職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經院會決
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
解釋，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

權，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
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

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
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

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
之權能享有一定之調查權，

，設調查小組，對與職權有
重大關聯事項，行使調查權

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
料。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
關資訊。

。
調查權之行使，於必要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

二、立法院行使職權所需資訊
，不限於狹義之立法審議，

時，得就特定事項，委任立
法委員以外之專業人士組成

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乃涵蓋憲法本文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三條所賦予之立法

特別調查委員會協助調查之
；其組織規程，另以法律定

權，包括法律案、預算案、
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之。

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
重要事項之權；亦應涵蓋憲
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所賦予立院之總統
彈劾權，行政院長之不信任
案，司法院、考試院、監察
院人事同意權等。

第四十六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

第四十六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
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

一、明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
組設立時期及其設立時應議

院會期中為之。但調查權之
行使不在此限。

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
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決之事項。
二、新增第二項，規定調查委

前項調查委員會及調查
小組之名稱、委員、調查事

員會及調查小組之名稱、委
員、調查事項、調查目的、

項與目的、調查方法、應分
由院會或委員會議決之。

調查方法，應分別由院會或
委員會決定之。

第四十六條之一 調查委員會
之委員，由各黨團依其在院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調查

會之席次比例限期推派。但
每黨團至少一席，逾期視為

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之委員及
其召集委員產生方式。

棄權。推派後並得由黨團變
更之；調查小組委員，由各

三、第三項明定調查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委員任期均至調查

該委員會委員全體擔任或互

權行使期限屆至為止，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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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但全院委員會所設調
查小組之委員，比照調查委

查小組委員，因委員會重新
分配席次致未參加原設立調

員會產生方式推派或變更。
前項調查委員會或調查

查小組之委員會時，即應解
任；其遺缺由設立調查小組

小組之委員最多不得超過十
五席，均應置召集委員一人

之委員會之其他委員遞補。
四、第四項明定調查委員會或

，由委員互選之。
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小組

調查小組為行使調查權，得
以其名義對外行文。

委員任期，均至調查權行使
期限屆至為止。但調查小組

五、第五項明定調查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所屬委員變更幅度

委員，因委員會重新分配席
次，致未參加原各該委員會

過半時，不得繼續調查。

時，即應解任；其遺缺由設
立調查小組之各該委員會依
第一項方式遞補之。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為行使調查權，得以其名義
對外行文。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之委員變更，如累計超過設
立時二分之一者，調查程序
視同終結。
第四十六條之二 調查權之行
使，不得逾越調查事項與目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調查權行使範圍。立

的，亦不得侵害國家機關受
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職權。

法院為有效行使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調

對於調查委員會或調查
小組行使調查權之要求，受

查權，惟調查權之行使，不
得侵犯其他機關受憲法保障

要求之政府機關（構）、其
所屬人員及其他有關之法人

獨立行使之職權。
三、明定其他機關受憲法保障

、團體、個人（以下簡稱有
關機關或人民），無本法所

獨立行使職權爭議處理之方
式。

定事由，不得拒絕。
政府機關對於調查委員
會或調查小組行使調查權之
要求，主張行政特權或以其
屬憲法保障獨立職權事項之
範圍而拒絕時，應由該政府
機關所屬最高上級機關首長
，將其主張之具體理由公開
聲明並函送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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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項之聲明，調查委
員會或調查小組不接受時，
雙方應限期進行協商。政府
機關拒絕協商或經協商未獲
共識仍拒絕調查之要求時，
立法院得依第四十八條規定
對拒絕調查者為相關處置。
第四十六條之三

調查委員會

一、本條新增。

或調查小組行使調查權之方
法：

二、明定調查權行使之方法。

一、要求提供文件複本、參
考資料。
二、要求調閱文件原本或機
密文件。
三、舉行聽證會要求證人、
鑑定人陳述證言或鑑定報
告。
四、其他與受調查要求之有
關機關或人民協商後，雙
方合意之方法。
第四十六條之四 調查委員會
或調查小組之專業及工作人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

員，由秘書長就相關常設委
員會人員指派之；但調查過

組幕僚之組成及工作任務。

程之錄音、錄影、記錄所需
工作人員及不足之專業人員
，就其他單位人員指派之。
必要時，並得經院長同意，
以契約委任專家學者擔任顧
問、專業人員協同調查。
前項顧問提供調查委員
會或調查小組有關調查事項
之諮詢；專業人員協助蒐集
有關資料、文件、辦理預備
詢問、聽證會及研擬相關調
查報告；不屬於顧問、專業
人員之其他事項，由工作人
員為之。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提供文件
複本、參考資料之有關機關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調閱文件
之機關，除依法律或其他正

一、擴大現行立法院文件調閱
權所及之客體範圍，使立法

或人民，除依法律或有正當

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

院亦得對機關、法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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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經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
組召集委員同意者外，應於

內提供之。但相關資料或文
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

團體、個人行使調閱權。
二、現行第一項規定之文件修

五日內提供之。
受要求調查文件原本即

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理
由，並提供複本。如有正當

正為文件複本、參考資料，
並應於五天之內提供。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為機
密文件之政府機關（構），

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
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三、現行第二項修正增列有關
機密文件應有專人保管。

在調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
受調閱文件，送達調查委員

。

四、現行第一項規定改列為第
三項及第四之修正。

會或調查小組指定場所，以
供查閱，並負保管責任。

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
之文件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

前二項文件或資料業經
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

，以供查閱，並負保管責任
。

被調閱文件之機關在調

取，致未能提供原本或複本
時，有關機關或人民應向司
法機關或監察機關要求提供
該文件之複本後提供立法院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亦
得逕向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
要求提供該文件之複本。
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受
前項要求時，應即提供。
第四十七條之一

立法院所調

一、本條新增。

閱文件之原本及依國家機密
保護法核定為機密之文件，

二、明定可查閱文件人員，並
明定有關抄錄文件程序，以

限由各該調查委員會、調查
小組委員、顧問及專業人員

兼顧調查工作進行及保密工
作。

親自查閱。
前項文件，不得攜離查
閱場所。但經調查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決議同意並向保管
人員登記姓名、時間及內容
，切結負保密責任者，得重
點抄錄。
第四十八條

對於調查委員會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

修正酌增有關機關或人民無本

或調查小組行使調查權之要
求，有關機關或人民無本法

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
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

法所規定之正當理由拒絕履行
或提供不實、隱匿之資訊之處

所定事由拒絕履行，或其提
供、陳述有隱匿、不實者，

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
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

分方式，罰則，及救濟方式。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得經
決議，進行以下之處置：

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
劾。

一、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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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
正、糾舉或彈劾。
三、涉有犯罪嫌疑者，移送
司法機關追訴、處罰。
無本法定事由拒絕履行
，或其提供、陳述有隱匿、
不實者，得處新台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經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命其
限期履行或提供、陳述仍有
隱匿、不實者，得按次連續
各處新台幣四萬元以上及二
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對有關機關及人民
之罰鍰，應以立法院之名義
為之，惟由司法機關執行。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依第二項規定對有關機關或
人民，處以罰鍰前，應定期
限命其以書面陳述意見。調
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於有
關機關或人民陳述意見或放
棄陳述意見後，仍認有處以
罰鍰之必要時，應分向院會
或委員會提報，並經院會或
委員會決議，始得處罰之；
程序委員會應即編列議程將
該處罰案提報院會，並不得
交付黨團協商。
前項罰鍰處分，受處分
者如有不服，得於處分送達
之次日起二個月內，逕向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
繳納者，移送受處分者住、
居地地方法院逕依行政執行
法規定執行之，不受行政執
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之限制。
第四十八條之一

調查委員會

一、本條新增。

或調查小組認調查目的已達
時，得終結調查程序，並於

二、明定有關調查報告書、中
間報告製作、提出程序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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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程序終結後三十日內，
製作調查報告書，分向院會

查報告書應作為院會或委員
會處理相關議案或行使職權

或委員會提報。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之參考。

於必要時得分向院會或委員
會提報中間報告；提報後，
院會或委員會得決議停止調
查。
調查報告書及中間報告
，經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提出後，應予公開。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提出之調查報告書，應作為
院會或委員會處理相關議案
或行使職權之重要依據。
第四十八條之二

除調查委員

一、本條新增。

會之設立外，調查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於調查報告提出前

二、明定調查事項之處理或進
行，除調查委員會之成立外

，有關調查事項之處理或進
行，不得交付黨團協商。

，不得交付黨團協商。

第四十八條之三 調查報告書
或中間報告提出前，調查委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相關人員之保密義務

員會或調查小組委員、顧問
、專業人員、工作人員或保

及其例外。

管人員對調查之進行所涉事
項負有保密之義務，除經議
決為告發犯罪或聽證會已公
開者，不得對外揭露。
調查報告書或中間報告
提出後，屬應秘密或不公開
之事項者，仍不得對外揭露
。
第八章之一
舉行

聽證會之

一、本章新增。
二、調查權行使之主要方法為
聽證會，爰增本章規範。

第四十八條之四

調查委員會

一、本條新增。

或調查小組為舉行聽證會；
得就調查事項公開徵求有關

二、明定聽證會以調查委員會
或調查小組召集委員為主席

之證人及相關資料，依憲法
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邀

及聽證會得徵求有關之證人
、相關資料，必要時，非調

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

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所屬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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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出席陳述證言、表示意
見及提供相關資料。

員並得以證人之身分陳述證
言。

聽證會，由調查委員會
或調查小組委員出席，以召
集委員為主席。
不屬調查委員會或調查
小組之委員，於聽證會時得
列席旁聽；必要時，並得以
證人之身分受邀列席聽證會
陳述證言。
第四十八條之五 聽證會主席
應本中立公平立場主持聽證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聽證會主席之職權。

會並行使下列職權：
一、許可發言、陳述或詢問
。
二、為避免延滯程序之進行
，禁止發言、陳述或詢問
。
三、證人、鑑定人全部缺席
時，逕行宣告聽證會延期
。
四、遇天災或其他事故不能
聽證時，中止聽證會。
五、對有妨礙聽證會進行情
節重大者，命其退場。
六、為順利進行聽證會，對
出席委員及證人、鑑定人
為發言或其他必要之措施
。
七、其他使聽證會順利進行
及維持聽證會秩序之必要
措施。
聽證會進行時，輪由其
詢問之委員，經主席唱名三
次仍不在場者，視為棄權。
主席於聽證會進行中所
為處置，出席委員有異議時
，由主席逕為裁定，不得再
行異議。
第四十八條之六

聽證會應公

一、本條新增。

開舉行。聽證會有涉及行政
特權或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

二、明定聽證會以公開、秘密
或不公開方式舉行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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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機密事項者，應以秘密
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行之。
公開聽證會進行中，有
涉及個人之隱私或證人、鑑
定人依其他法令就其職務上
、業務上有秘密義務事項者
，主席得依請求或依職權，
裁定改以秘密會議或不公開
方式行之。
第四十八條之七

聽證會以秘

一、本條新增。

密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舉行者
，與會者對於應秘密及不公

二、明定聽證會以秘密會議或
不公開方式舉行時之保密義

開之事項負有保密之義務。
前項應秘密及不公開之

務。

事項，由主席於聽證會開始
時宣示之，並得於聽證會進
行中隨時補充宣示。
第四十八條之八

公開之聽證

一、本條新增。

會得予旁聽；其旁聽規則由
立法院定之。

二、明定聽證會旁聽之授權依
據。

聽證會，應全程錄影錄
音、記錄並作成聽證會紀錄

三、明定聽證會紀錄之作成與
其應包括事項及例外。

，除秘密會議及不公開事項
外，於調查程序終結後刊登
公報。
前項紀錄應包括聽證會
名稱、日期、時間、地點、
主席姓名、出席委員與證人
、鑑定人姓名；主席之發言
、證人、鑑定人之陳述、出
席委員之詢問與證人、鑑定
人之答覆、提出之資料或其
他物件等。
證人、鑑定人提出之資
料或其他物件之所有權非屬
於國家或已發還本人或原管
理機關為適當者，得以照片
或其他適當方式記錄重點或
特徵後發還。
第四十八條之九

聽證會之採

一、本條新增。

訪方式、影音管理及其他應

二、明定聽證會採訪規則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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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之規則，由立法院
定之。

權依據及秘密或不公開方式
舉行聽證會時，不得進入會

聽證會以秘密會議或不
公開方式舉行時，不得進入

場採訪。

會場採訪。
第四十八條之十

舉行聽證會

一、本條新增。

前，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為先行準備，得至遲於三日

二、明定舉行聽證會前得舉行
預備詢問之授權依據及其有

前，以書面通知相關人員於
指定日期、地點、接受預備

關事項。

詢問。
前項預備詢問，由調查
委員會召集委員指派所屬專
業及工作人員為之。必要時
，由召集委員或其指派之調
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之委員
主持。受詢問人對預備詢問
應詳實答復，並於詢問紀錄
中簽名。
詢問紀錄，至遲應於聽
證會前一日提供調查委員會
或調查小組委員參考。
預備詢問不公開，其進
行方式、程序、紀錄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立法
院定之。
第四十八條之十一 聽證會證
人、鑑定人、應年滿二十歲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證人、鑑定人之名單

並具行為能力。
聽證會證人、鑑定人之

之產生時點及應具之資格。

名單，應於聽證會通知書發
出前，由調查委員會或調查
小組決定之。
第四十八條之十二

調查委員

一、本條新增。

會或調查小組要求證人、鑑
定人列席聽證會時，應以通

二、明定聽證會通知書應載明
事項及其相關事項。

知書載明下列事項，準用行
政程序法有關送達之規定，
於聽證日十日前送達之：
一、調查事項及目的。
二、證人、鑑定人之姓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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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及其居住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
三、聽證會之時間、地點。
四、聽證會程序。
五、作證或鑑定事項。
六、有關之權利及義務。
七、證人得偕同輔佐人到場
。
八、對違反作證或鑑定義務
得為之處置。
九、其他應注意或遵循事項
。
前項十日前送達之規定
，於情況急迫時，得縮短為
三日。如同一聽證會連續舉
行時，對未更動之證人、鑑
定人，得由主席於會議中面
告證人、鑑定人下次聽證會
舉行日期，視為已送達，不
受前項十日前送達通知書之
限制。但仍應於會議前發出
通知書。
第四十八條之十三 聽證會中
發言、陳述或詢問之順序、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聽證會應依個案繁簡

時間分配及聽證會進行之程
序、方式，調查委員會或調

程度及出席委員、證人、鑑
定人之人數決定其相關進行

查小組應於聽證日前一日，
依個案繁簡程度及出席委員

事項。

、證人、鑑定人之人數，分
別決定之。但經出席委員親
自簽名同意時，得於聽證會
開始前互調詢問程序。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聽證會進行之程序。

第四十八條之十四 聽證會之
進行，應包含下列程序：
一、主席宣告聽證會開始，
說明調查事項及目的。
二、主席宣示聽證會發言、
陳述或詢問之順序、時間
分配、進行方式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
三、證人、鑑定人就作證、
鑑定事項為陳述；或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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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作證事項為對質。
四、出席委員就證人、鑑定
人陳述為詢問。
聽證會中出席委員、列
席證人、鑑定人之發言、陳
述或詢問均畢或聽證會散會
時間已屆，主席宣告該場次
聽證會散會。
第四十八條之十五 證人之輔
佐人於聽證會中，應徵得主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輔佐人發言時機。

席同意後始得發言。
第四十八條之十六

證人、鑑

一、本條新增。

定人得提出資料或其他物件
代替、輔助陳述，並以朗讀

二、明定證人、鑑定人得提出
資料或其他物件代替、輔佐

或經主席同意之其他方式呈
現。
第四十九條

（刪除）

陳述。
第四十九條 調閱委員會所需
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

移列第四十六條之四。

之。
調閱專案小組所需之工
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
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
人員中指派之。
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
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第五十條

（刪除）

第五十條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
件，限由各該調閱委員會、

移列第四十七條之一。

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
指派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
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
、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
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
閱場所。
第五十一條

（刪除）

第五十一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
閱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
理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
會或委員會提出調閱報告書
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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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議案之依據。
第五十二條

（刪除）

第五十二條

文件調閱之調閱

移列第四十八條之三。

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
，其工作人員、專業人員、
保管人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
密之義務，不得對文件內容
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
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
應秘密事項者，於調閱報告
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
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
密會議處理之。
第五十三條

（刪除）

第五十三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
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

移列第四十八條之二。

書及處理意見前，院會或委
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
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
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者，不
在此限。
前項調閱專案小組之調
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
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
理。
第九章（刪除）

第九章

委員會公聽會

之舉行
第五十四條

（刪除）

第五十四條

各委員會為審查

移列第四十八條之四。

院會交付之議案，得依憲法
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舉
行公聽會。如涉及外交、國
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
者，以秘密會議行之。
第五十五條

（刪除）

第五十五條

公聽會須經各委

已改列聽證，無需本條。

員會輪值之召集委員同意，
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或附議，並
經議決，方得舉行。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六條 公聽會以各委員
會召集委員為主席，並得邀
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
人員出席表達意見。
前項出席人員，應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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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意見之相當比例邀請，並
以不超過十五人為原則；其
人選由各委員會決定之。
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出席。
第五十七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舉行公聽會之委

已改列聽證，無需本條。

員會，應於開會日五日前，
將開會通知、議程等相關資
料，以書面送達出席人員，
並請其提供口頭或書面意見
。
同一議案舉行多次公聽
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
中宣告下次舉行日期，不受
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
面通知。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人員
，得酌發出席費。
第五十八條

（刪除）

第五十八條 委員會應於公聽
會終結後十日內，依出席者

已改列聽證，無需本條。

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
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
員及出席者。
第五十九條

（刪除）

第五十九條

公聽會報告作為

已改列聽證，無需本條。

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
第十三章

附

則

第七十五條之一 對受聘為調
查委員會、調查小組之顧問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調查權章之增列，酌

、專業人員，或接受預備詢
問、列席聽證會之證人或鑑

增有關人員報酬及相關費用
支給標準之授權依據。

定人，得酌發報酬及相關費
用；其支給標準，由立法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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