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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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04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明文、莊瑞雄、劉櫂豪、蘇治芬、蘇震清等 19 人
，為明確調查權行使，落實國會調查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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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調查權是憲政國家國會之根本權能，大法官會議解釋亦明揭立法院調查權乃為執行立法
院職權所必須之資訊獲取權，屬國會必要之固有附隨或默示之權力、輔助性權力。為落實
國會調查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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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行使調查權，以完備國會調查權之法規
規範，爰將第八章「文件調閱之處理」修正為「調查權之行使」、配套增訂第十二章之一
「罰則」專章。

提案人：陳明文

莊瑞雄

劉櫂豪

蘇治芬

蘇震清

連署人：王美惠

林岱樺

吳玉琴

洪申翰

陳素月

范

蘇巧慧

羅致政

黃秀芳

邱泰源

賴瑞隆

陳秀寳

雲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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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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明定立法院行使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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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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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提供證言、資料、物件

五、針對特殊例外情形，就特
定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立法

及為鑑定之調查方式進行。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

委員之人事協助調查之必要
時，則須制定特別法（司法

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
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組

院解釋釋字 585 號參照）。
國會若須採行委任調查，本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
涉及事項提供參考文件。

即須另制定特別法以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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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調閱專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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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

查專案小組之名稱、調查目
的、事項、範圍、期間、方

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
四、調查權之行使規範。另外

法及成員人數，除依第八章
、第八章之一相關規定處理

，鑒於國會調查係以國會為
主體針對政治責任之追究所

外，得分由院會或委員會議
決之。

為之調查，為避免黨派私益
之遂行，並參酌日本國會法

各屆立法院調查權之行

第五十四條之立法例，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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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至遲於該屆立法委員任
期屆滿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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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擔任該職。
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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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負保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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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法律依據、行政特

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
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

權、正當理由而拒絕列席、
具結、作證、鑑定，或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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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之陳述、證言、鑑定意見
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

查權或調閱文件時，發生行
政特權或正當理由認定之爭

，為或併為下列處置：
一、以書面詳述事實，連同

議時，屬機關間之爭議，立
法院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證據，逕送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審議。
二、移送監察院依法辦理。
三、依第七十四條之一規定
處罰。
四、涉有犯罪嫌疑者，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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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追訴、處罰。
行政特權或正當理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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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調查內容、經過及決議等

理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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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作成調查報告向院
會或委員會提出，並公布之

會或委員會提出調閱報告書
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

二、調查終結、調閱終結後應
提出調查報告、調閱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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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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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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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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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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調閱報告書之內容，不受
司法審查。

二、參酌德國基本法第四十四
條之規定，以及基於權力分

檢察、司法或訴願審議
機關對案件之偵查、審判或

立原則，明定調查報告書不
受司法審查，與不受相互拘

審議，亦不受調查報告書或
文件調閱報告書內容之拘束

束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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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調查專案小組、調閱
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成

二、利益迴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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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之一

罰

則

一、增訂本章。
二、增訂罰則專章，以落實國
會調查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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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條之一 抗拒、規避
、阻擾或妨礙立法院行使調

一、本條新增。
二、對抗拒、規避、阻擾或妨

查權者，立法院院會得決議
處以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十萬

礙立法院行使調查權者之處
罰。

元以下罰鍰。
第七十四條之二

不服前條處

一、本條新增。

罰者，得不經訴願，向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不服處罰之救濟程序。

第七十四條之三 違反本法有
關保密義務之規定者，依其

一、本條新增。
二、違反保密義務之處斷。

違反情節，分別適用國家機
密保護法、刑法及其他有關
法令之規定處斷。
第七十四條之四

違反本法第

一、本條新增。

五十條、第五十二條或第五
十三之三條規定者，立法委

二、調查委員會委員、工作人
員、幕僚單位人員、保管人

員應即交紀律委員會懲處；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

員等，違反本法保密規定時
之處理。

、或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
小組之顧問、專業人員、工
作人員、幕僚單位人員或保
管人員，由院長依法處分之
，情節重大者，應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十九條之規定，送
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審議；如涉及刑事責
任，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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