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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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147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秀芳、陳亭妃、陳秀寳、余天等 29 人，有鑑於近
期國內政治環境變化，當前憲政體制不符現實之處，在此憲
政改革關鍵時刻，應有切合實際、有利台灣深化民主，且符
合當今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之憲法，做為國家長遠發展之根
基。透過縮短憲政空窗期、深耕比例代表制精神、健全政黨
政治、合理財政劃分、降低修憲門檻，使我國之憲政體制更
加完備與符合民主精神。以此，特擬具「中華民國憲法增修
條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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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為解決我國總統、立委合併選舉後，造成政府看守期過長之問題。修正第二條第一項，使第十
七任總統任期與第十二屆國會議員同時就任。
二、降低不分區政黨席次門檻，小黨可獲得席次之可能性提高。地方議會亦納入比例代表制之精神
，深耕比例代表制精神，將有利小黨。修正第四條第二項。
三、為落實並健全政黨政治，政黨運作應使其透明，公開運作、財產、經費，以符合民主制度。修
正第五條第五項。
四、為合理財政劃分，均衡區域發展，拉近直轄市、縣市間財政能力之差異，地方自治團體財政應
予帄衡。修正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
五、修憲之立法院提議、出席、決議階段，提議人數仍為立委總席次四分之一；降低出席、決議之
立委席次。原條文之四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過高，致使若 113 席立委出席，修憲案必
須 85 席立委同意始能交付公投，也使部分立委可以不出席之方式，影響修憲之決議。修憲影
響重大國家定位及方向甚鉅，條文應防止單一政黨以不出席之方式消極參與修憲，而決議之
席次仍應維持穩定性。因此，本修正草案將出席人數調降為五分之三，決議調降為三分之二
，代表立法院修憲至少需六成民意代表出席，若 113 席立法委員全數出席，仍需 76 席決議之
高門檻。公民複決部分，為使修憲門檻下修後仍維持穩定性，在公民參與度足夠的前提之下
進行修憲，修正為投票人數須達選舉總數之二分之一，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亦
即修憲案至少須有五成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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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

條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

一、為解決我國總統、立委合

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
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

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
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

併選舉後，造成政府看守期
過長之問題。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修正第二條第一項，使第
十七任總統任期與第十二屆

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
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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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

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
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

舉權，以法律定之。自民國
一百十七年第十七任總統、

舉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

副總統起，就職日應與立法
委員就職日一致。不適用憲

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
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

法第六十八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

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
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

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
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

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

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
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

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
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

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

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

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
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

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

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

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
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

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
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
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

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

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
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

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
，不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

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

解散後，應於六十日內舉行
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

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

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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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
解散後，應於六十日內舉行

其任期重新起算。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

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
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

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
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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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
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

。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

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
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

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

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

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

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

，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
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

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

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

，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
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

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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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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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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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一、降低不分區政黨席次門檻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小黨可獲得席次之可能性
提高。修正第四條第二項。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二、議會納入比例代表制之精
神，深耕比例代表制精神，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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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人。

二、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山
地原住民各三人。

二、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山
地原住民各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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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共三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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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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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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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獲得百分之三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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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直轄市與縣市議會選
舉亦應納入政黨比例代表制

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之精神。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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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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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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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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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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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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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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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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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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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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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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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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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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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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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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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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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
第五條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

第五條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

為落實並健全政黨政治，政黨

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
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

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
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

運作應公開透明，以符合民主
制度。修正第五條第五項。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

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
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

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
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

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
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

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
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

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
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

，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
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

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
保障。

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
保障。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
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
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

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
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

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
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

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
定。

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
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
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
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

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
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

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
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

散事項。
政黨應協助人民政見之

散事項。
政黨目的或其行為，危

形成，組織應符合民主原則
，其運作、財產及經費使用

害國家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
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應公開。政黨目的或其行為
，危害國家之存在或自由民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
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

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

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
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

。

委 150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
第九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
包括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

第九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
包括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

為合理財政劃分，均衡區域發
展，拉近直轄市、縣市間財政

，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條

，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條

能力之差異，新增地方自治團
體財政帄衡之條文。

、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
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

、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
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

制：
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

制：
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

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

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

命之。
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

命之。
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

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
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
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
員由縣民選舉之。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
員由縣民選舉之。

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
議會行之。

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
議會行之。

五、縣政府，置縣長一人，
由縣民選舉之。

五、縣政府，置縣長一人，
由縣民選舉之。

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國家應保障地方自治團體

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

財政上之需求各直轄市、
縣市間財政能力之差異性

縣自治事項。
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

，並應以法律使其達到合
理之帄衡；在此應同時注

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
為特別之規定。

意鄉鎮之財政能力與財政
需求。
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
縣自治事項。
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
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
為特別之規定。
第十二條

憲法之修改，須經

第十二條

憲法之修改，須經

一、立委出席降為五分之三，

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
提議，五分之三之出席，及

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
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

防止單一政黨以不出席之方
式消極參與修憲。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決議，
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

二、公民複決之投票率應達半
數公民，使修憲門檻下修但

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投票人

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

維持穩定性，在公民參與度
足夠的前提之下進行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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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達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

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
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一

之一同意，即通過之，不適
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

百七十四條之規定。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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