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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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90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郭國文等 37 人，鑒於近年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合併
選舉已成常態，雖可節省社會資源，減少社會對立，但同時
因總統與立委就職日期不一致，如新任總統非連任時，往往
造成看守期長達四個月的狀況，進而形成國家空轉，為從制
度面解決此一問題，特此擬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
條、第三條、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調整立委與總統就任
日期一致，立法院會期改為三月至六月、九月至十二月，另
外為使總統國會任期一致，刪除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權，並限
縮立法發動倒閣之權，以達行政立法權力平衡。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自 2012 年起進行選舉整合，中央層級之總統、立法委員合併選舉，地方縣市長等九合
一，查我國憲法第六十八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等相關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由 2 月 1 日起算
，故總統立委合併選舉，需於一月舉行，則總統如非連任，看守期將長達四個月，期間針
對兩岸、外交、國防等重大決策，看守政府恐難以決策，亦即看守期過長，容易形成國家
空轉之危機，實有解決之必要。
二、總統任期雖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任期四年，但關於就職之日，並無憲法及法律明
文規定，現今適用之就職日，是因 1948 年第一屆總統選舉時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首屆總統、副總統於當選後二十日內就任」又規定「當選之總統、副總統，於現任
總統、副總統任滿之日就任」，故現今總統就職日僅是歷史偶然決定，並無相關法理依據
。
三、為避免總統選舉與就任日期相隔過遠，造成看守期過長問題，同時配合立法院職權運作，
爰提案調整第十六任總統與第十一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止
，使第十七任總統與第十二立委之就職日及任期相同，並且同時調整立法院常會會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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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三月至六月底、第二次九月至十二月底，憲法本文第六十八條停止適用。
四、另為避免總統於立法院行使不信任案不通過後解散立法院，使立法院之任期重新起算，進
而造成分裂選舉之可能，爰提案刪除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權，而為使行政、立法權力相互制
衡，同時限縮立法院針對同一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之權利，亦參照美國憲法將覆議的門
檻，改為全體國會議員三分之二，同時調整倒閣與覆議之權力，以落實權力分立。
五、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因區域立委選舉需要動員民眾支持，往往由較
大政黨取得席次，也因為動員關係，不分區之政黨票亦容易由大政黨取得多數，進而造成
大黨愈大，小黨愈小，為使立法院更能具體展現多元聲音，並且帄衡區域立委之席次紅利
，故增加第三款全國不分區之席次。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何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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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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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國現今總統與立委合
併選舉，但國會與總統之就
職日不一致，易造成政府看
守期過長，有礙政府施政與
國家發展，故修正第十六任
總統任期，使總統與國會同
時就任，避免看守期過長。
二、為避免因倒閣後解散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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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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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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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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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第十六任起，總統、副總統
任期調整至中華民國一百十
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止。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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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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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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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國會任期重新起算，進
而造成總統與國會任期不一
致狀況，刪除總統之解散國
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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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

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

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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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任期重新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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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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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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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

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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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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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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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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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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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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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
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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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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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

一、為落實權力分立，避免立
法權過大，參考美國憲法之
規定，將覆議的門檻，改為
全體國會議員三分之二，以
免總統受制於國會多數黨，
政策無從展開。
二、因第二條刪除總統於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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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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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後解散
立法院之規定，配合修正立
法院針對同一行政院長提出
不信任案之限制，改為立法
院同一屆期對同一行政院長
僅能提出一次，避免立法院
頻繁提出不信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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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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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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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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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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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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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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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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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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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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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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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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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
案如未獲通過，立法院於
同一屆期內不得對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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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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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十二屆起一百四十七人，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
屆任滿前三個月內，依下列
規定選出之，並自第十一屆
起其任期調整至中華民國一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委 175

一、因我國現今總統與立委合
併選舉，但國會與總統之就
職日不一致，易造成政府看
守期過長，有礙政府施政與
國家發展，故修正第十六任
總統及第十一屆立委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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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止，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使總統與國會同時就任，避

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
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人。
二、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免看守期過長。
二、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採取
單一選區兩票制，在第一款
區域立委之席次，往往由較

人。
二、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共三十四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大政黨取得，且第三款不分
區之政黨票亦較容易取得多
數，進而造成大黨愈大，小
黨愈小，為使立法院更能具

國民共六十八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體展現多元聲音，並且帄衡
區域立委之席次紅利，故增
加第三款全國不分區之席次
。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
立法院會期自第十二屆
起，每年兩次，自行集會，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第一次自三月至六月底，第
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必
要時得延長之不適用憲法第
六十八條之有關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應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得變更之。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得變更之。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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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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