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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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20 人，為落實國會調查權行使「調查權之
行使」及「聽證權之行使」，明定行使國會調查權之法規範
。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針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明定院會得決議設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得決議成立調查專案小
組。爰將第八章「文件調閱之處理」修正為「調查權之行使」。
二、明訂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之設立及限制，行使規範。
三、調查委員會之組成及召集委員之產生，及變更、出缺時之補行推派規定。
四、調查權行使之界限、得停止調查之規定。
五、資料、調閱文件之提供、文件原本之調閱、文件提供時限之延展或縮短、文件原本之請求
發還等相關規定。
六、機關或人員違反調查、調閱規定之處理。
七、調查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所需工作人員之指派、調查委員會顧問之邀請。
八、修訂查閱人員之限制及應遵守事項。
九、明訂調查終結、調閱終結後應提出調查報告、調閱報告。
十、明訂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之秘密會議及保密規定。
十一、不得為最後決議之情形，與調查報告書、調閱報告書之提出。
十二、明定調查報告書不受司法審查，與不受相互拘束之規定。
十三、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會議，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
法第二十一條之立法例，準用本院相關法規。
十四、明訂利益迴避之規定。
十五、明訂聽證權之行使規範。
十六、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全院委員會均得舉行聽證會。聽證會涉及應秘密事項者，
以秘密會議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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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明訂聽證會之主席及出席成員。
十八、明訂聽證會之公開原則及其限制，聽證會之公開及例外。
十九、明訂聽證會證人、鑑定人之邀請及邀請書應載明事項、送達時限。證人、鑑定人之出席
費。
二十、明訂自薦證人之申請、證言之規範及出席費之發放。
二十一、明訂證人得提供證物，強化證言。對聽證會證物提出異議及處理。
二十二、明定詢問之原則及相關限制等規定，以維證人之權益。
二十三、明訂拒絕證言之規定。
二十四、明訂聽證會紀錄及證物之發還規定。
二十五、明訂聽證會紀錄內容異議之提出及處理。及聽證會紀錄未確定前，不得提出調查報告
。

提案人：林俊憲
連署人：李昆澤

周春米

王榮璋

顧立雄

鄭運鵬

羅致政

陳明文

邱志偉

陳曼麗

李俊俋

徐國勇

陳賴素美

何欣純

許智傑

姚文智

洪宗熠

蔡易餘

鍾佳濱

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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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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文件調閱之處

理

說

明

一、修正章名
二、本章明訂立法院行使調查
權之相關規範。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為行使憲
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院會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經院會決
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及

決議，設調查委員會，或經
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

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
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

文件之調閱文件。
三、第一項，國會調查權之發

同意，設調查專案小組，對
相關議案或與職權有重大關

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
料。

動。鑑於立法院本固有權能
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爰

聯事項行使調查權。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

修正第一項，經院會決議，
得設調查委員會。

小組經院會決議，得以調閱
文件原本或要求有關機關（

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四、第二項，委員會得設立調
閱專案小組之規定。

構）、人員以證人、鑑定人
身份提供證言、資料、物件

五、針對特殊例外情形，特定
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立法委

及為鑑定之調查方式進行。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

員之人事協助調查之必要時
，則需制訂特別法（司法院

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
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組

解釋釋字 585 號參照）。國
會若須採行委任調查，本即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
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須另制訂特別法以為規範，
顯無須於本法再為規定。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
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第四十六條 調查委員會、調
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會或

第四十六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
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二項
及第三項。

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
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

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
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二、明訂調查委員會、調查專
案小組之設立及限制。

閱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第一項調查委員會、調

三、修正第一項，調查委員會
或調查專案小組之設立，應

查專案小組之名稱、調查目
的、事項、範圍、期間、方

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
四、明訂調查權之行使規範。

法及成員人數，除依第八章
、第八章之一相關規定處理

另外，鑒於國會調查係以國
會為主體針對政治責任之追

外，得分由院會或委員會議
決之。

究所為之調查，為避免黨派
私益之遂行，並參酌日本國

各屆立法院調查權之行

會法第五十四條之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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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至遲於該屆立法委員任
期屆滿時終止。

允以透過適當之政治協議，
就調查之目的、範圍及程序
等事項，加以規範。爰增訂
第二項，明定調查委員會之
名稱、調查目的、事項、範
圍、期間、方法及成員人數
，除依本法第八章及第九章
相關規定處理外，得由院會
議決之。
五、第三項，調查權行使之屆
期不連續。

第四十六條之一

調查委員會

一、本條新增。

之成員，由黨團協商定之，
或由各黨團依其在院會所占

二、第一項，調查委員會之組
成及召集委員之產生。

席次比例推派之；調查委員
會置召集委員一人，由各該

三、第二項，調查專案小組之
成員。

委員會成員互選為原則；召
集委員於行使調查權之存續

四、第三項，調查委員會成員
變更、出缺時之補行推派規
定。

期間擔任該職。
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
由各該委員會委員擔任之。
調查委員會之成員得由
原推派黨團變更之。
第四十六條之二

立法院行使

一、本條新增。

調查權，不得逾越調查目的
、事項與範圍，亦不得及於

二、調查權行使之界限、得停
止調查之規定。

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及行
政特權之事物範疇。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行使調
查權之界限。

對於訴訟案件在裁判確
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

四、第三項，針對立法院先成
立調查委員會，司法機關後

處置及其卷證與進行中之訴
願案件，立法院不得行使與

成立案件時，調查委員會得
斟酌，適時停止調查。

該個案有關議案之調查權。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
政府機關本於職權處理中之
案件，亦同。
立法院調查委員會成立
後，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
權之政府機關亦本於職權處
理中者，調查委員會得停止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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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提供資料
、調閱文件者，除依法律或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調閱文件
之機關，除依法律或其他正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二項
至第三項；刪除現行條文第

其他正當理由得拒絕外，應
於五日內提供之。

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
內提供之。但相關資料或文

二項。
二、第一項，資料、調閱文件

立法院對於文件原本之
存在或真實性具有合理重大

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
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理

之提供。另將現行條文但書
規定，移列為第二項，並再

之懷疑時，得經院會決議要
求政府機關提供原本。但相

由，並提供複本。如有正當
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

作修正。
三、第二項，文件原本之調閱

關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先
為調取者，政府機關得敘明

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

。
四、第三項，文件提供時限之

理由，並提供複本；有正當
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

被調閱文件之機關在調
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

延展或縮短。
五、第四項，文件原本之請求

說明無法提供之理由。
第一項提出時限，立法

文件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
以供查閱，並負保管任。

發還。
六、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指

院得決議展延或縮短之。但
縮短之決議，以三日為限。

派專人送件並負保管之責規
定；按國會依法調閱，政府

政府機關有正當理由者
，得請求立法院發還調閱之

機關本應配合，並應於時限
內送達文件、指派專人協助

文件原本。

查閱；同時，若政府機關不
予配合，則國會可逕依本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處理；另規
定送達國會後，又課以原機
關負保管文件之全責，恐有
權責錯置之虞，爰刪除本項
。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二項

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
院行使調查權或調閱文件時

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
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

。
二、機關或人員違反調查、調

，有拒絕、拖延、隱匿提供
者，或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列

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
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

席、具結、作證、鑑定，或
為虛偽之陳述、證言、鑑定

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
劾。

閱規定之處理。
三、據司法院釋字 585 號解釋
，有屬行政權本質之行政特
權。因此，當立法院行使調

意見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
決議，為或併為下列處置：

查權或調閱文件時，發生行
政特權或正當理由認定之爭

一、以書面詳述事實，連同
證據，逕送公務員懲戒委

議時，屬機關間之爭議，立
法院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員會審議。
二、移送監察院依法辦理。
三、依第七十四條之一、第
七十四條之二規定處罰。
四、涉有犯罪嫌疑者，移送
司法機關追訴、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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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之認定發生爭
議，經協商無法獲致共識時
，立法院得經院會決議，聲
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並依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處理之。
第四十九條

調查委員會之幕

第四十九條

調閱委員會所需

僚工作，由法制局負責。調
查委員會、調閱委員會所需

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
之。

之工作人員，由院長指派之
。

調閱專案小組所需之工
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

調查專案小組、調閱專
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

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
人員中指派之。

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
會就各該委員會人員中指派

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

之。

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一、修正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調查委員會、調閱專案小
組所需工作人員之指派、調
查委員會顧問之邀請。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
小組、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
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各黨
團推薦人選，請求院長指派
為顧問、專業人員，協助進
行調查及調閱。
第五十條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

第五十條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件或資料，限由調查委員會
、調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

件，限由各該調閱委員會、
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

二、查閱人員之限制及應遵守
事項。

會、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
院長指派之顧問、專業人員

指派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

三、修正第二項，將「機密文
件」等字修正為「依法應保

親自查閱之。
前項查閱人員，對依法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
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

密之文件或資料」，含括公
務機密在內，以為周延。

應保密之文件或資料不得抄
錄、攝影、影印、誦讀、錄

、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
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

四、第三項，查閱人員負保密
之義務。

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
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

閱場所。

第一項查閱人員對依法
應保密之文件內容或其存在
，負有保密之義務；其離職
後，解密前，亦同。
第五十一條 調查委員會、調
查專案小組結束調查後，應

第五十一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
閱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

一、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現
行條文第一項遞改為第三項

將調查內容、經過及決議等
相關事項作成調查報告向院

理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
會或委員會提出調閱報告書

。
二、調查終結、調閱終結後應

會或委員會提出，並公布之

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

提出調查報告、調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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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議案之依據。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

三、第一項，調查報告之提出
。

小組得提出期中報告。院會
、委員會認有必要時，亦得

四、第二項，調查委員會得提
出期中報告、院會得決議停

決議要求於一定期間內提出
之。院會、委員會於聽取報

止調查之規定。
五、第三項，調閱專案小組提

告後或調查委員會、調查專
案小組逾期未提出期中報者

出調閱報告之規定。

，得決議停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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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處
理該特定議案之依據。
第五十二條 調查委員會、調
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會或

第五十二條 文件調閱之調閱
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

一、修正本條文。
二、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

調閱專案小組會議，如涉及
國家安全、外交或國防機密

，其工作人員、專業人員、
保管人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

、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
組之秘密會議及保密規定。

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
，以秘密會議行之。

密之義務，不得對文件內容
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

調查報告、調閱報告未
公布前，其調查委員會、調

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
應秘密事項者，於調閱報告

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會或
調閱專案小組之成員、顧問

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
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

、專業人員、工作人員、保
管人員、幕僚人員或相關人

密會議處理之。

員均負有保密之義務，除公
開會議中已公開者外，不得
對文件內容或調查情形予以
揭露。但涉及國家安全、外
交或國防機密或其他依法令
應秘密事項者，於調查報告
、調閱報告、調查期中報告
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
定保密，並依秘密會議處理
之。
前項保密義務，於成員
、顧問、專業人員、工作人
員、保管人員、幕僚人員或
相關人員離職後，解密前，
亦同。
第五十三條

調查委員會、調

第五十三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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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會或
調閱專案小組未提出報告前

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
書及處理意見前，院會或委

，院會或委員會不得為最後
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

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
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

委員會議決之時限時，不在
此限。

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時，不
在此限。

前項調查專案小組之調
查報告書、調閱專案小組之

前項調閱專案小組之調
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

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
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

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
理。

二、不得為最後決議之情形，
與調查報告書、調閱報告書
之提出。

處理。
第五十三條之一

調查報告書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調查報告書不受司法
審查，與不受相互拘束之規

或調閱報告書之內容，不受
司法審查。

定。

檢察、司法或訴願審議
機關對案件之偵查、審判或
審議，亦不受調查報告書或
文件調閱報告書內容之拘束
。
第五十三條之二

調查委員會

一、本條新增。

、調查專案小組、調閱委員
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會議，

二、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
組、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

除本法規定者外，準用立法
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

小組會議，依立法院各委員
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立法

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及
立法院議事規則有關條文之

例，準用本院相關法規。

規定。
第五十三條之三

有關調查委

一、本條新增。
二、利益迴避之規定。

員會、調查專案小組、調閱
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成
員、顧問、專業人員、工作
人員、保管人員、幕僚人員
或相關人員，其利益迴避事
項，準用立法委員行為法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
規定。
第八章 之一
之行使

聽證權

一、本章新增。
二、聽證權之行使規範。

第五十三條之四 調查委員會
、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

一、本條新增。
二、聽證會之舉行。

權、全院委員會為補選副總

三、第一項，調查委員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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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彈劾總統副總統或審查
行使同意權案，得舉行聽證

查專案小組、全院委員會均
得舉行聽證會。

會。
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

四、第二項，各委員會得舉行
聽證會。

付之議案，得舉行聽證會。
聽證會，涉及國家安全

五、聽證會涉及應秘密事項者
，以秘密會議行之。

、外交或國防機密，或其他
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應以
秘密會議行之。
第五十三條之五

由調查委員

一、本條新增。
二、聽證會之主席及出席成員
。

會、調查專案小組、委員會
舉行之聽證會，以召集委員
為主席，調查委員會、調查
專案小組、委員會成員，得
出席聽證會；由全院委員會
舉行者，以院長為主席，全
體立法委員均得出席。
第五十三條之六

聽證會，除

一、本條新增。

第五十三條之四第三項所定
應秘密之事項外，應公開舉

二、聽證會之公開原則及其限
制。

行，但有下列情形，應部分
或全部不公開：

三、第一項，聽證會之公開及
例外。

一、個人隱私有受到不當侵
害之虞。

四、第二項，聽證會以秘密會
議舉行時之保密規定。

二、個人生命、身體或其他
自由有受到威脅之虞。
三、營業祕密有受到不當侵
害之虞。
四、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
者。
以秘密會議或不公開方
式行之者，所有與會者對於
應秘密事項負有保密之義務
。
第五十三條之七 聽證會應於
召開十五日前，公告下列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聽證會之公告事

項：
一、聽證會之名稱、目的、

項。
三、第二項，聽證會連續舉行

主席、時間與地點。
二、聽證事項及受邀請之證

時，公告之特別規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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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聽證會之公開程度及理
由。
同一聽證會連續舉行時
，得由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
舉行日期，不受前項所定十
五日之限制，但仍應公告並
發出書面通知。
第五十三條之八

聽證會提報

一、本條新增。

院會決議後，應以書面邀請
證人、鑑定人出席陳述證言

二、聽證會證人、鑑定人之邀
請及邀請書應載明事項、送

或表示意見。除全院委員會
為審查行使同意權案之聽證

達時限。
三、證人、鑑定人之出席費。

會外，受邀請之證人、鑑定
人除有法律依據、行政特權

四、據司法院釋字 585 號解釋
，有屬行政權本質之行政特

或其他正當理由外，不得拒
絕出席。

權。因此，當有無行政特權
或正當理由發生爭議時，屬

前項邀請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於聽證會開始前十五

機關間之爭議，立法院得聲
請大法官解釋。

日送達：
一、作證事項。
二、得委任律師或其信任之
輔佐人偕同出席與發言及
其他證人權利。
三、拒絕出席之法律效果。
同一聽證會連續舉行，
得由主席邀請同一證人、鑑
定人出席，不受十五日之限
制，但仍應發出邀請書。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之證
人、鑑定人，得酌發出席費
。
是否有行政特權或正當
理由發生爭議，經協商無法
獲致共識時，立法院得經院
會決議，聲請大法官解釋，
並依大法官解釋處理之。
第五十三條之九 對聽證目的
或聽證事項有利害關係之人

一、本條新增。
二、自薦證人之申請、證言之

，得於聽證召開七日前，以
書面載明理由及其意見，向

規範及出席費之發放。
三、第一項、第二項，明定自

立法院自薦擔任證人。
前項聽證之主席應於聽

薦證人之申請及邀請。
四、第三項，證人之宣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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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召開三日前，召開調查委
員會、調查專案小組或全院

結。
五、第四項，證人證言之限制

委員會，決定自薦證人名單
。

及處理。
六、第五項，自薦證人出席費

證人、鑑定人於陳述證
言或表示意見前，應宣誓或

之發放。

具結。
證人、鑑定人於聽證會
之發言，不得逾越被要求陳
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之範圍。
如有逾越時，聽證會主席得
禁止其發言或命令其退場。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之自
薦證人，酌發出席費。
第五十三條之十 證人、鑑定
人得提出文件或其他物件代

一、本條新增。
二、證物之提出。

替或輔助發言。但該文件或
證物，仍須以朗讀或以其他

三、第一項，證人得提供證物
，強化證言。

方式為公開之呈現。
前項陳述、文件或證物

四、第二項，對聽證會證物提
出異議及處理。

經出席委員或其他證人表示
異議，並經主席裁定異議成
立者，不得提出；已提出者
，自紀錄中刪除。
第五十三條之十一 聽證會出
席委員得針對聽證事項，向

一、本條新增。
二、詢問證人及限制。

證人、鑑定人就個別問題具
體為詰問或詢問。

三、明定詢問之原則及相關限
制等規定，以維證人之權益

依前項規定詰問或詢問
證人、鑑定人時，不得有下

。
四、第一項，聽證會出席委員

列行為：
一、詰問、詢問抽象不明確

得詰問或詢問證人。
五、第二項，不得詰問或詢問

或與聽證事項明顯無關之
問題。

證人之情形。
六、第三項、第四項，公務員

二、詰問、詢問無證據支持
之問題或其他依法令規定

證言之規定與限制及爭議之
解決。

禁止詰問或詢問事項。
三、無正當理由重覆詢問。

七、第五項，受公務機關委辦
之人證言之準用規定。

四、要求證人陳述個人主觀
意見或推測、評論。

八、第六項，不得詢問之制止
。

五、對證人、鑑定人為恫嚇
、侮辱、利誘、詐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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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正行為。
以公務員或曾為公務員
之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
之事項詢問者，應得該監督
長官之同意。
前項同意，除有妨害國
家機密或侵犯行政特權者外
，不得拒絕。立法院不贊同
屬行政特權範圍者，得經院
會決議，聲請大法官解釋，
並依大法官解釋處理之。
以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
公務之人為證人者，準用前
二項之規定。
本條規定，有不得詰問
、詢問情形時，聽證會主席
應即制止。
第五十三條之十二

證人、鑑

一、本條新增。

定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拒絕證言或表示意見：

二、拒絕證言之規定。
三、第一項，得拒絕證言之情

一、詰問、詢問逾越調查目
的或範圍、與調查事項無

形。
四、第二項，傳喚其他證人之

關、涉及個人隱私、侵害
其思想、良心、信仰及其

權。
五、第三項，拒絕證言權利之

他基本人權。
二、有第五十三條之十一第

告知。

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
三、因證言、鑑定有使自己
受刑事訴追犯罪之虞或致
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
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或
訂有婚約者之名譽、信用
或財產有重大損害。
四、證人、鑑定人為醫師、
藥師、藥商、助產士、宗
教師、律師、會計師或其
他從事相類業務之人或其
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
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
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
受詰問、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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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技術上或職業上之
秘密受詰問、詢問。
聽證程序中，聽證證據
有妨礙名譽、信用或使人受
追訴之虞者，應秘密接受之
；因其而受損害之人，應有
為證人及聲請傳喚其他證人
之權利。
聽證會主席於證人、鑑
定人證言、表示意見前或知
有該項情形時，應告知其得
依本條規定拒絕證言或表示
意見。
第五十三條之十三

聽證會，

一、本條新增。

應全程錄音及錄影，並由速
記人員詳為記錄，除不公開

二、聽證會紀錄及證物之發還
。

者外，應刊登公報並送達出
席人員。

三、第一項，聽證會之記錄。
四、第二項，聽證會紀錄之內

聽證會紀錄應包括證人
、鑑定人之陳述、聽證會出

容。
五、第三項，證物之發還。

席委員之詰問、詢問、證人
、鑑定人之答復、證人合法
提出之文件、資料或其他證
物，及出席委員或證人之異
議與處理結果。
證人提出文件及其他證
物，得以照片或其他適當方
式記錄重要特徵後發還。
第五十三條之十四 聽證會出
席委員或證人、鑑定人對聽

一、本條新增。
二、聽證會紀錄之確定。

證會紀錄之內容有異議時，
應於紀錄送達後七日內以書

三、第一項，聽證會紀錄內容
異議之提出及處理。

面向主席提出，主席召集原
聽證會之成員舉行會議，以

四、第二項，聽證會紀錄未確
定前，不得提出調查報告。

確定紀錄。
聽證會紀錄未確定前，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
對相關特定議案，不得提出
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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