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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0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4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等 30 人，有鑑於採取雙首長混合制下，民間
普遍認為總統雖有實權卻無任何責任，進而成為權力過大者
，對此無法落實民主監督制衡，係為失衡之狀態，然我國已
進行總統由人民直選多屆，亦習慣投票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
，故應將政體確立，效仿美國採取總統制，以達到國會實質
監督，總統承擔責任之民主制衡。爰提出「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我國為混合雙首長制，正因制度之混亂，常造成「有權無責」之規避監督的困境，不利我
國深化民主政治之發展。爰此，參考美國總統制精神，將總統修憲成為我國最高行政首長
，賦予權責之外，更確實民意可監督之政府最終對象，也確立我國為總統制國家。
二、總統任命之機關首長，包含獨立機關所有依法被提名者，均須透過立法院審查後通過才得
以任命。交由我國最高民意機構審查總統人事提名，更可細部檢視各首長的操守、專業能
力等，更加強化民主監督制衡之力道。
三、另總統須在立法院奇數會期時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送交立法計畫書；在偶數會期時
，則進行國家建設報告。方能具體知道總統施政方向，利於後續國會監督。且各部會首長
、獨立機關首長不得拒絕立法院邀請之聽證會，其聽證程序、行使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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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
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
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
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
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
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
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

一、我國為混合雙首長制，正
因制度之混亂，常造成「有
權無責」之規避監督的困境
，不利我國深化民主政治之
發展。
二、爰此，參考美國總統制精
神，將總統修憲成為我國最
高行政首長，賦予權責之外

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
舉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為國家之元首，對
外代表國家，並為中華民國
最高行政首長。
總統提名各部會首長、
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及獨立
機關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該機關委員等，須經立法
院審查後同意任命之。
總統設國是會議，提名
通過之各部會首長、不管部

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
舉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
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
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
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
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
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
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
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
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更確實民意可監督之政府
最終對象，也確立我國為總
統制國家。
三、總統任命之機關首長，包
含獨立機關所有依法被提名
者，均須透過立法院審查後
通過才得以認命。交由我國
最高民意機構審查總統人事
提名，更可細部檢視各首長
的操守、專業能力等，更加
強化民主監督制衡之力道。
四、將行政院長乙職予以廢除

會之政務委員、獨立機關首
長應參與，並以總統為主席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各部會首長、獨立機關
首長須將應行提出立法院之
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
宣戰案、媾和案及條約案，
提出國是會議議決之。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
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
濟上重大變故，得經國是會
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

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
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
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
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
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
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
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

，改由經由立法院審查通過
後之各部會首長、獨立機關
首長等，由總統作為主席召
開國是會議，討論預算案、
戒嚴案等。

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
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
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
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
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
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
，不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
解散後，應於六十日內舉行
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
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

委 261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

其任期重新起算。

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
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
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
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

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
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

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
，由立法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
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

，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
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
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
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
，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
，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
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
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

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
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
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
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
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
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
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
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第三條 總統應於每屆立法院
奇數會期開議後一個月，向
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送
交立法計畫書。
總統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四個月前，將下年度預算案

第三條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
命之。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
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
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
行代理。憲法第五十五條之
規定，停止適用。

一、將原本是雙首長的由行政
院行使之責任與職權，改由
總統為之。
二、總統須在立法院奇數會期
時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並送交立法計畫書；在偶數

送交立法院，並於每屆立法
院偶數會期開議後一個月，
向立法院進行國家建設報告
。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
內，將決算案送交立法院。
各部會首長、獨立機關
首長應立法院之邀請，參加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
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
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
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

會期時，則進行國家建設報
告。以具體知道總統施政方
向，利於後續國會監督。
三、各部會首長、獨立機關首
長不得拒絕立法院邀請之聽
證會，其聽證程序、行使以
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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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各委員會舉行之聽證

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會，不得拒絕。
總統對於立法院決議之
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

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
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
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

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
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
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
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

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
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
，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

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
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
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
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

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
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
，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
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

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
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
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
準則性之規定。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

議。
三、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
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
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
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憲法第五十三條至六十
一條，停止適用。

。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
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
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
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
長再提不信任案。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
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
準則性之規定。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
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
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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