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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 月 日印發 

 

院總第 1374 號 委員 提案第 2020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昭順等 21 人，就台灣與大陸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

近 20 年，已簽署多項協議並推動各項交流與合作；為確保國

家安全、維護兩岸交流秩序，追求兩岸長遠的和平發展，應

使兩岸協議簽署程序更公開透明，由立法院及社會各界進行

檢視並授權。爰此，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

理及監督條例」草案，就事前擬提簽署計畫、課予報告義務

、設計民間參與、訂定審查機制等，完備兩岸間協議監督授

權機制。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王惠美  林為洲  王育敏  曾銘宗  林麗蟬  

鄭天財  孔文吉  陳宜民  李彥秀  簡東明  

柯志恩  費鴻泰  蔣乃辛  吳志揚  許淑華  

蔣萬安  張麗善  賴士葆  徐榛蔚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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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以下簡

稱兩岸）訂定協議之處理及監督程序，提升

兩岸協商之公開透明及公眾參與，強化國家

安全評估及落實立法院監督，特制定本條例

。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一、揭示本條例立法目的。 

二、為強化立法院監督、公眾參與及兩岸協商

議題之審核，爰在符合行政、立法權力分

立之憲政原則，及衡平公眾知情權保障之

精神下，制定本條例。 

三、本條例係在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之規範架

構基礎上，進一步建構兩岸協議處理及監

督機制，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兩岸條

例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 

揭示本條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協議：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四條之二第三項所稱之協議。 

二、權責主管機關：指經本條例第五條規定

之方式受託統籌辦理協議協商之官方主管

機關或民間受託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一、本條例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協議，指兩岸條例

第四條之二第三項所稱之協議。 

三、第二款本條例所稱權責主管機關，指經本

條例第五條規定之方式受託統籌辦理協議

協商之官方主管機關或民間受託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第四條 兩岸協議協商過程應恪遵對等、尊嚴

、互惠及確保國家安全之原則，以保障人民

福祉及權益，維護兩岸永續和平。 

兩岸協議協商應遵守之原則。 

第五條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統籌辦兩岸訂定協

議事項；協議內容具有專門性、技術性，以

各該主管機關訂定為宜者，得經行政院同意

，由其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前項經行政院同意

之各該主管機關，得委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所定機構或民間團體

，以受託人自己之名義，與大陸地區相關機

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

簽署協議。 

一、第一項依兩岸條例第四條之二第一項，定

明協議之統籌辦理機關，負責協議之整體

管控、統籌協調、提報行政院等相關事項

。 

二、第二項依兩岸條例第四條之二第二項，定

明協議統籌辦理機關得委託兩岸條例第四

條所定機構或民間團體，與大陸地區相關

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協商簽署協議。 

第六條 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會同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及議題相關機關，於正式協商開始十

五天前，向立法院朝野黨團、相關委員會、

各委員就已商訂之協商議題、內容方針、規

劃期程、目的效果等提出簽署計畫報告。 

一、為尊重立法院對兩岸協議協商之監督，強

化協商各階段與立法院之溝通說明及意見

徵詢，規定於協商正式開啟前，協議權責

主管機關應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相關

機關向立法院進行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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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報告內容於提出後若經修訂，應於

權責主管機關核定後十日內向立法院提出說

明報告。 

協商期間，權責主管機關應會同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及議題相關機關就協商進度、國

安影響評估或後續因應方案等向立法院進行

報告，立法院得隨時邀請相關機關進行前述

報告，受邀機關不得拒絕。 

本條之報告內容，如涉及機密事項，應

以不公開或秘密會議方式進行；未涉及機密

而事涉敏感不適合公開者，必要時得以秘密

方式進行。 

二、第一項所提計畫內容於其後若經修訂，應

及時向立法院報告，以利立法院即時掌握

協議變化。 

三、協商期間，為求立法院能隨時了解相關內

容，賦予權責主管機關會同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及相關機關就有關內容向立法院報告

之義務；並使立法院得隨時要求進行報告

，受邀機關不得拒絕。 

四、為維護國家機密，本條所列報告如涉及機

密事項，或事涉敏感不適合公開者，得以

不公開方式或秘密會議進行。 

第七條 協商協議或簽署期間，權責主管機關

應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議題相關機關，

以可行有效之方式，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及

諮詢。 

於相關協議協商開始後，應設立專項協

議民間溝通會議，定期諮詢協議簽署可行性

、影響狀況評估，並檢討協議方針內容、目

標方向。 

前項溝通會議，由立法院各政黨（團）

各推薦同一數量席次專家學者或民間社團領

袖組成，總席次最高不超過三十人。 

本條所訂各項諮詢、說明、會議舉措，

應做成紀錄並定期將辦理情形向立法院報告

。 

一、為提高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之公開度與透明

度，以爭取民眾對兩岸制度化協商之支持

，應透過說明會、座談會、協調會、公聽

會、設置網路溝通平臺或其他可行有效之

方式，諮詢各界意見。 

二、為強化民間交流協議相關事項，應設立相

關溝通會議，定期召開會議以掌握民間反

應。 

三、為確保溝通會議含括民間多元聲音，避免

產生「為政府背書」等質疑，不以立法院

席次比例做為分配各黨（團）推薦席次之

依據，改以立法院各黨（團）推薦相同數

量代表組成第二項之溝通會議，總席次最

高不超過 30 人。 

四、為確保監督效果，應定期向立法院報告相

關辦理情形。 

第八條 權責主管機關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及議題相關機關依前二條規定所獲得之意見

及資訊，應作為協議協商、簽署及執行之參

考。 

為落實前二條之溝通及諮詢，爰定明依前二條

規定所獲得之意見及資訊，應作為協議協商、

簽署及執行之參考。 

第九條 權責主管機關於協商議題之業務溝通

有相當進展時，應將協商議題提報國家安全

審查機制，依下列規定進行審查： 

一、初審：由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視協商

議題，邀集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中央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召開會議審查。 

二、複審：由國家安全會議召開會議審查。 

為確保兩岸協議無危害國家安全之虞，保障人

民權益，並消弭外界疑慮，爰於本條規定兩岸

協議國家安全審查機制，由協議權責主管機關

於協商議題之業務溝通有相當進展時，將協商

議題提報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進行二階段審查

，由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召開跨部會會議進行

初審，再由國家安全會議召開會議進行複審，

以確保國家安全。 

第十條 兩岸協議之國家安全審查，視協商議 一、本條例所稱國家安全，非單指傳統狹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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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國防軍事。 

二、科技安全。 

三、兩岸關係。 

四、外交及國際關係。 

五、其他涉及經濟安全、就業安全、社會安

全、資訊安全等經認為有必要進行評估之

事項。 

國防安全，而係指廣義之整體國家安全，

爰本條所定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之審查項目

，視協商議題內容及性質，包括國防軍事

、科技安全、兩岸關係、外交及國際關係

，及其他經認為有必要進行評估之事項。 

二、本條第五款係概括條款，須視協商議題內

容及性質，決定有必要應進行評估之事項

。例如經濟類之協議，可能須就經濟安全

及就業安全進行評估；涉及衛生類之協議

，可能須就衛生安全進行評估；涉及文化

類之協議，可能須就文化影響進行評估。 

第十一條 協商議題及內容經依第九條所定程

序審查後，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經初審或複審認該協商議題或內容有危

害國家安全之虞者，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

即停止協商，並研商後續處理程序。 

二、經初審或複審認該協商議題或內容有調

整必要者，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依兩岸制

度化協商程序再進行業務溝通，並提報國

家安全審查。 

三、經初審及複審認該協商議題及內容無危

害國家安全之虞者，協議權責主管機關得

進行後續協商及簽署程序。 

國家安全審查所做之決議，應做成報告

，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說明審查結果。 

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審查結果之處理方式。 

第十二條 立法院於協議協商前、協商中或簽

署期間，若認協議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

協商議題、內容有調整必要者，得經院會決

議，要求權責主管機關暫停協商進程。 

前項之暫停，應由立法院院會做成決議

重新啟動之。 

為立法院有效監督協議協商，得經院會決議暫

停相關進程，待疑慮消除或議題、內容經過調

整後，再經院會決議重新啟動協商進程。 

第十三條 協議簽署前，協議統籌辦理機關應

報經行政院同意，始得簽署。 

協議簽署要件。 

第十四條 參與或辦理兩岸協議草擬、協商或

簽署之人員，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公務

員服務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相關

規定。 

依第五條第二項受委託之機構或民間團

體，其代表人及處理受託事務之人員，負有

與公務員相同之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迴避義

務。 

一、第一項定明參與或辦理兩岸協議之人員，

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公務員服務法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相關規定。 

二、依兩岸條例第四條之四規定，於第二項定

明，依第五條第二項受委託之機構或民間

團體，其代表人及處理受託事務之人員，

負有與公務員相同之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

迴避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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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

法律定之者，協議統籌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

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其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

之者，協議統籌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

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

其程序，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理。 

依兩岸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三二九號解釋意旨，定明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

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應送請立法院審議

；其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

之者，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 

第十六條 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

法律定之者，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時，應

一併提出須配合修正或制定之法律案。 

前項協議，經立法院二讀會議決之。立

法院審議時，應一併審議須配合修正或制定

之法律案，法律案應經立法院三讀會議決之

。 

一、參考過去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海

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之實務運

作前例，於第一項定明協議之內容涉及法

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於行政院核

轉立法院審議時，應一併提出須配合修正

或制定之法律案，以完善協議之相關法制

配套。 

二、第二項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

定明前項協議，經立法院二讀會議決之。

另參考立法院過去審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及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

協議之議事前例，定明立法院審議時，應

一併審議須配合修正或制定之法律案，法

律案應經立法院三讀會議決之，以避免法

制衝突扞格。 

第十七條 協議之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

須另以法律定之者，於送達立法院後，應提

報立法院會議。 

出席立法委員對於前項協議之內容，認

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

定之者，準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條第

二項、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處理。 

一、第一項定明未涉及法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

律定之之協議，送達立法院之處理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出席立法委員對協議之內容，

認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

律定之者，立法院之處理程序。 

第十八條 協議經立法院審議未通過或審查未

予備查者，權責主管機關應即通知協議相對

方，視需要與相對方重啟協商。 

重啟協商後之協議，仍應依本條例規定

辦理。 

一、第一項定明協議經立法院審議未通過或審

查未予備查者，權責主管機關應即通知協

議對方，視需要與相對方重啟協商。 

二、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略以：「

立法院審議各種議案之過程及方式，依其

成文或不成文之議事規則規定，有應經三

讀程序者（如法律案及預算案），有僅須

二讀者（法律案、預算案以外之議案），

更有雖經二讀，但實質上未作逐條討論即

付表決者，此類議案通常為條約或國際書

面協定，蓋審議時如對行政院提出之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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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條文之修改或文字之更動，勢將重開國

際談判，如屬多邊公約，締約國為數甚多

，重新談判殆無可能，立法機關僅有批准

與否之權。」依此意旨，立法院審議或審

查兩岸協議，應為通過與否之決定。而倘

未審議或審查通過，協議統籌辦理機關除

須通知協議對方外，亦須審酌是否重啟協

商。 

三、重啟協商之協議，仍需踐行本條例對外溝

通及國家安全審查等程序規定，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十九條 協議於立法院完成有關程序後，應

經協議雙方交換文件，並由權責主管機關呈

請行政院轉總統公告後，始生效力。 

協議生效要件。 

第二十條 協議生效後，應以適當方法周知，

並刊登政府公報。 

為期資訊公開、透明，爰明定協議生效後，應

以適當方法周知，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二十一條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協議，與法

律有同一效力；其他協議，不得與法律牴觸

。 

定明協議與法律之關係。經立法院二讀審議通

過之協議，與法律有同一效力；至其他經立法

院審查通過或備查之協議，則不具等同於法律

之效力，自不得與法律牴觸。 

第二十二條 協議之文本，應同時以雙方通用

之文字作成，各文本中對應表述之不同用語

同等作準。 

專門性及技術性之協議內容，得約定使

用特定國際通用文字。 

一、為維護對等、尊嚴，於第一項定明協議之

文本，應同時以雙方通用之文字作成，各

文本中對應表述之不同用語同等作準。 

二、專門性及技術性之協議，因其內容涉及專

業性或技術性用語，故得約定使用特定國

際通用文字，以符合實際需求，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二十三條 致送對方之協議簽署正本，應於

簽署生效後製作影本並註明本件與簽署正本

無異，連同對方致送我方之協議簽署正本，

於三十日內送權責主管機關保存。 

協議之保存方式。 

第二十四條 協議生效後，權責主管機關應會

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議題相關機關，定期

檢討協議執行情形，並向立法院說明協議執

行成效。 

為增進各界瞭解協議執行情形，權責主

管機關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應將協議執行成

效公開於網站。 

一、第一項為落實協議執行成果，提升執行成

效，定明協議生效後，協議權責主管機關

應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議題相關機關

，定期檢討協議執行情形，並向立法院說

明協議執行成效。 

二、第二項為期資訊公開、透明，並增進各界

對協議執行情形之瞭解，爰定明協議權責

主管機關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應將協議執

行成效公開於網站。 

第二十五條 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用 一、定明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用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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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有關訂定程序之規定。但其修正或變

更係依協議規定檢討者，得視需要準用其程

序之一部或全部。 

例有關訂定程序之規定，包括強化立法院

監督、公眾溝通及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之審

查程序等。 

二、協議之修正或變更，係依協議規定檢討者

，如「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以附件方

式規範航班相關技術性安排，後續基於協

議規定檢討調整航點、班次，作成「海峽

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修正文件一、二、三、

四、五、六、七」，增修協議附件之航點

、班次等規範，有利業者籌辦新航線或增

班，便利旅客往來，因其無協商議題形成

階段等，未能準用協商議題形成階段之規

定，爰於但書定明協議之修正或變更，係

依協議規定檢討者，得視需要準用其程序

之一部或全部。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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