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
利，并使我们自己及后代得享受自由之赐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
第一条
第 一 款 本宪法所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 。
第 二 款 众议院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每州的选举人须具备该州立法会人数最多一院选
举人所必须具备的资格。
凡年龄不满二十五岁、成为合众国公民不满七年、且在一州当选时不是该州居民者，不得担任众议员。
[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本联邦内各州的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所有其他
人口数目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按契约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
人。]*人口的实际统计在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和此后每十年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每三万人选
出的众议员人数不得超过一名， 但每州至少须有一名众议员，在进行上述人口统计以前，新罕布什尔州有
权选出三名，马萨诸塞州八名，罗得岛州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园一名，康涅狄格州五名，纽约州六名，新泽西
州四名，宾夕法尼亚州八名，特拉华州一名，马里兰州六名，弗吉尼亚州十名，北卡罗来纳州五名，南卡罗
来纳州五名，佐治亚州三名。
任何一州代表出现缺额时，该州行政当局应发布选举令，以选出众议员填补此项缺额。
众议院选举本院议长和其他官员， 唯众议院有弹劾权。
第 三 款 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立法会各自选出的]*两名任期六 年的参议员组成，每名参议员有一票表决权。
参议员在第一次选举后集会时，即应分为人数尽可能相等的三个组。第一组参议员席位在第二年年终空
出，第二组参议员席位在第四年年终空出，第三组参议员席位在第六年年终空出，使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
参议员得以改选。[在任何一州州议会休会期间，如有参议员因辞职或其他原因出缺，该州行政长官在州立
法会下次集会填补此项缺额前，可任命临时参议员。]*
凡年龄不满三十岁、成为合众国公民不满九年、且在一州当选时不是该州居民者，不得担任参议员。
合众国副总统任参议院议长，但无表决权，除非参议员投票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
参议院选举本院其他官员，并在副总统缺席或行使合众国总统职权时，选举一名临时议长。
唯参议院有审判一切弹劾案之权。为此目的而开庭时，全体参议员俱应宣誓或作代誓宣言。合众国总统受
审时，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审。无论何人，非经出席参议员三分之二人数的同意，不得被定罪。
弹劾案的判决以免职和剥夺担任及享有合众国属下有荣誉、有责任或有报酬的职务之资格为限。但被定有
罪者仍应负有刑责而得依法被起诉、审理、判决和惩罚 。
第 四 款 举行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时间、地点与方式在每州由该州立法会规定。国会可随时用法律制定
或变更这类规定，但选举参议员的地点除外。
国会每年应至少开会一次，此会议应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除非国会以法律另行规定日期。
第 五 款 参众两院应自行审查本院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报告和议员资格。每院议员出席人数过半数，即
构成议事
的法定人数，但不足法定人数时，可逐日休会，并有权按本院规定的方式和罚则强迫缺席议员出席会议。

参众两院可规定本院议事规则，惩罚本院扰乱秩序的议员，并经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开除议员。
参众两院都应保存本院议事录，并不时予以公布，但其判定为需要保密的部分除外。每院议员对任何间题
的赞成和反对，如五分之一出席议员表明意愿，亦应载入本院议事录中。
在国会开会期间，任何一院未经另一院同意不得休会三日以上，也不得休会迁移到两院集会处以外的其他
任何地点。
第 六 款 参议员和众议员应得到服务的报酬，这种报酬由法律确定，从合众国国库支付。两院议员除犯叛
国罪、重罪和妨害治安罪外在所有情况下都享有在出席各自议院会议期间和往返于各自议院途中不受逮捕
的特权。他们不得因在各自议院发表的演说或进行的辩论而在任何其他地方受到质问。
参议员或众议员在当选任期内概不得被任命担任在此期间设置或增薪的合众国管辖下的任何文官职务。凡在
合众国下供职者，在任期间不得担任任何一院议员。
第 七 款 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用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提出或赞同修正案。
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每一议案，在成为法律前须送交合众国总统。总统如批准该议案，应予以签署；如不
批准，则应将该议案连同其反对意见退回最初提出该议案的议院。该院应将此项反对意见详细载入本院议
事录并进行复议。如经复议后，该院三分之二议员同意通过该议案，则将该议案连同彼反对意见一并送交
另一议院，该院以同样方式进行复议，如亦经该院三分之二议员赞同，该议案即成为法律。但在所有这类
情况下，两院表决都由赞成票和反对票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议员姓名应分别载入各属议院
议事录。如任何议案在送交总统后十日内（星期日除外）未经总统退回，则该议案如同总统已签署一样，
即成为法律，除非因国会休会而使该议案不能退回，在此种情况下，该议案不能成为法律。
凡须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同意的每项命令、决议或表决（关于休会问题除外），均须送交合众国总统。
该项命令、决议或表决必须由总统批准后方可生效；如总统不批准，则必须按照关于议案所规定的规则和
限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各以三分之二多数重新通过后生效。
第 八 款 国会有权：
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关税与国产税，以偿付国债和用于合众国共同防务与公共福利，但所征各种
税收、关税与国产税应全国统一；
以合众国之信用借款；
管理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各印第安部落的贸易；
制定合众国全国统一的归化条例和破产法；
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价值、并确定度量衡的标准；
规制对伪造合众国证券和通行货币的惩处；
设立邮政局和延建驿路；
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之进步；
设立最高法院之下的各级法院；
界定和惩罚海盗罪和在公海上所犯的重罪以及违反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
宣战、颁发捕押敌船和采取报复行动的许可状，制定有关陆上和水上俘获物的规则；
征集并装备陆上军队，但此项用途的拨款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供给和维持一支海军；
制定统辖和规制陆海军队的规则；
为征召民兵提供用度，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入侵；
为组织、装备和规范民兵提供用度，并为统辖其中服役于合众国的民兵提供用度，但民兵军官的任命和按国
会规定纪律训练民兵的权力，由各州保留；
在由某些州让与合众国、经国会接受而成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地区（不得超过十平方英里），对所有事
项均行使专有立法权，对经州立法会同意，由合众国在该州购买的用于建造要塞、弹药库、兵工厂、船坞和
其他必要建筑物的所有地方，亦行使同样的权力；以及
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而适当的
全部法律。
第 九 款 现有任何一州认为准予进入之人的迁移或入境，在1808 年以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但对此种人的

入境， 得课以每人不超过十元的税金或关税。
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状之特权，除非发生内乱或外患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
不得通过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
[除依本宪法上文规定的人口普查或统计的比例，不得征收人头税或其他直接税。]*
对于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 均不得征收税金或关税。
任何有关商务或纳税的条例均不得在各州的各个港口之间有失偏颇；亦不得强迫任何驶往或驶自一州的船
只驶入另一州或向另一州结关、纳税。
除法律规定的拨款外，国库不得出纳任何款项；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帐目应不时公布。
合众国不得赐授任何贵族爵位；凡在合众国担任有报酬或有责任之职务者末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
王、王公或外国的任何馈赠、薪酬、职务或爵位。
第 十 款 各州不得缔结任何条约、结盟或组织邦联；不得对民用船只颁发捕押敌船之特许状；不得铸造货
币；不得发行纸币；不得指定金银币以外的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
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也不得赐授任何贵族爵位。
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对进口货物或出口货物征收任何税款，但为执行该州的检查法律而绝对必要的款
项不在此限；任何州对于进出囗货物所征税款的净收益应归合众国国库使用；国会对所有此类法律有修改
和管制之权。
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征收船舶吨位税，不得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或军舰，不得和另外一州或外国缔结
任何协定或契约，亦不得从事战争，除非实际遭受入侵或遇到刻不容缓的危急情形。

第二条
第 一 款 行政权力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四年，总统和具有同样任期的副总统应照下列手续选
举：
每州应依照该州立法会所规定之手续，指定选举人若干名，其人数应与该州在国会之参议员及众议员之总
数相等；但参议员、众议员及任何在合众国之下担任有责任或职务的人均不得被任命为选举人。
[各选举人应于其所属的州内集会，每人投票选举二人，其中至少应有一人不属本州居民。选举人应开列全
体被选人名单，注明每人所得票数；他们还应签名为证，并将封印后的名单送至合众国政府所在地交与参
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应于参众两院全体议员之前开拆所有来件，然后计算票数。得票最多者，如其所得
票数超过全体选举人的半数，即当选为总统；如同时不止一人得票过半数，但又得同等票数，则众议院应
立即投票表决，选出其中一人为总统 ；如无人得票过半数，则众议院应从得票最多之前五名中，以同样方
式选出总统。但依此法选出总统时，应以州为单位，每州一票；如全国三分之二的州各有一名或多名众议
员出席，即构成选出总统的法定人数；当选总统者需获全部州的过半数票。在每次这样的选举中，总统选
出后，获得选举人所投票数最多者即为副总统。但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票相等时，则应由参议院投票表
决，选出其中一人为副总统。]*
国会可决定各州选出选举人的时间以及他们投票的日期；投票日期全国一律。
只有出生时为合众国公民或在本宪法实施时已为合众国公民者可被选为总统；凡年龄未满三十五岁、且在
合众国境内居住未满十四年者不得被选为总统。
[如遇总统被免职或因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而不能执行其权力及职务时，总统职权应由副总统执行。如总
统及副总统均被免职或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则国会得以法律规定，由何人代理总统职务，该人应即遵
此视事，至总统能力恢复或新总统被选出时为止。]*

总统得因其服务而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酬佣，数额在其当选任期内不得增加或减低，他亦不得在此任期内
接受合众国和任何州的其它报酬。
在他就职之前，他应宣誓或誓愿如下：-- “我郑重宣誓（或矢言）我将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
最大的能力维护、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第 二 款 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和奉调为合众国服现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总统得令各行政部门长官就他们
各自职责有关的任何事项提出书面意见。他有权对危害合众国的犯罪行为颁赐缓刑和赦免，但弹劾案除外。
总统经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但须有出席参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表示赞成。总统提出人
选，经咨
询参议院和取得其同意后任命大使、公使和领事、最高法院法官以及任命手续未由本宪法规定而应由法律另行规
定的合众国所有其他官员。但国会认为适当时，得以法律将这类较低级别官员的任命权授予总统一人、法院或各
部部长。
总统有权委任人员填补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可能出现的官员缺额，但这些委任应于参议院下期会议结束时期
满。
第 三 款 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报告联邦国情并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而恰当的措施供国会审议。在非常情
况下，总统得召集两院或任何一院开会。如遇两院对休会时间有意见分歧时，他得命两院休会至他认为适当的
时间。总统接受大使和其他使节国书，尽力切实执行法律，并委任合众国的所有官员。
第 四 款 总统、副总统和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严重罪行与轻罪而受弹劾，一经
定罪，应予免职。

第三条
第 一 款 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时委任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
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酬佣，此项酬佣在他们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第 二 款 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包括由于本宪法、合众国法律和根据合众国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条约而产
生的有关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所有案件，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所有案件，关于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所有案
件，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两个或两个以上州之间的诉讼；[一州和他州公民之间的诉讼，] * 不同州公民之
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对不同州转让与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一州或其公民同外国或外国公民或臣民之间
的诉讼。]*
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以及一州为一方当事人的所有案件，最高法院有初审管辖权。对上述所有其他案
件，不论法律方面还是事实方面，最高法院有上诉管辖权，但须依照国会所规定的例外和规章。
除弹劾案外，所有罪行皆由陪审团审判，此种审判应在罪行发生的州内进行，但如犯罪并非在任何一州内
发生，审判应在国会以法律规定的一个或若干地点举行。
第 三 款 对合众国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合众国作战，或依附其敌人，予其敌人以帮助和庇护。无论何人，除
根据两个证人对同一明显行为的作证或本人在公开法庭上的供认，不得被定为叛国罪。
国会有权宣告对叛国罪的惩处，但对因叛国罪而被褫夺公民权的人，不得褫夺其对继承人的遗馈权或没
收其财产，除非其仍在世。
第四条
第 一 款 每州对于其他各州的公共法令、案卷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充分信任和尊重。国会得以一般法律规定
证明这类法令、案卷和司法程序的方式和规定它们所具有的效力。
第 二 款 每州的公民享有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在任何一州被控告犯有叛国罪、重罪或其他罪行的人，如逃脱该州法网而在他州被寻获时，应根据他所
逃离之州行政当局的要求将他交出，以便解送到对犯罪行为有管辖权的州。

[根据一州法律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
动，而应根据有权获得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该人交出。]*
第 三 款 新州可由国会接纳加入本联邦，但不得在任何其他州的管辖范围内组成或建立新州，未经有关
州立法 会和国会的同意，也不得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合井或将几个州的一部分合并组成新州。
凡属于合众国的领土或其他财产，国会有权处置和制定所有必要的法规和条例。对本宪法条文不得作有
损于合众国或任何—州的任何权利的解释。
第 四 款 合众国向本联邦各州保证实行共和政体，保护各州免遭入侵；并应州立法会或州行政长官（在州
立法会不能召集时）之请求平定内乱。
第五条
国会在两院各有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又如有三分之二的州立法会提出申
请，亦应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修正案无论由两者中的那种方式提出，经四分之三的州立法会或四分之
三的州制宪会议批准，即告完全生效，成为本宪法之一部分；两者中采用那种批准方式，得由国会提议。但
在1808年以前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和第四项；同时任何一州未经
其同意，其在参议院的平等投票权不得被剥夺 。
第六条
本宪法正式通过前合众国所承担的一切债务及承诺的一切义务，在本宪法下，一如在邦联条例下，仍然
有效。本宪法和依此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国家最高法
律； 每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 即使任何一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有与之相抵触的内容。
前述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立法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行政和司法官员应宣誓和作代誓宣言拥护本宪
法，但永远不得以宗教标准作为担任合众国属下任何官职或公职之条件。
第七条
本宪法经九个州制宪会议的批准即足以在各批准州成立。本宪法于公元1787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十二
年的九月十七日，经出席制宪会议的各州在会上一致同意后制定。我们谨此签名作证 。
主席 乔治·华盛顿
及弗吉尼亚州议员
NEW HAMPSHIRE
John Langdon
Nicholas Gilman
MASSACHUSETTS
Nathaniel Gorham
Rufus King
CONNECTICUT
Wm. Saml. Johnson
Roger Sherman
NEW YORK
Alexander HHamilton
NEW JERSEY
Wil: Livingston
David Brearley
Wm. Paterson
Jona: Dayton
PENNSYLVANIA
B Franklin
Thomas Mifflin
Robt Morris
Geo. Clymer

Thos. FitzSimons
Jared Ingersoll
James Wilson
Gouv Morris
DELAWARE
Geo: Read
Gunning Bedford jun
John Dickinson
Richard Bassett
Jaco: Broom
MARYLAND
James McHenry
Dan of St. Thos. Jenifer
Danl Carroll
VIRGINIA
John Blair
James Madison Jr.
NORTHA CAROLINA
Wm. Blount
Richd. Dobbs Spaight
Hu Williamson
SOUTH CAROLINE
J. Rutledge
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
Charles Pinckney
Pierce Blutler
GEWORGIA
William Few
Abr Baldwin
秘书 William Jackson 证明

兹于1787年9月17日星期一，
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来自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先生、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
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南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州召开会议，特此决议：
上述宪法呈交美利坚合众国召开之国会；本次会议的意见是，上述宪法继而在各州提交由立法会提议、经人民选
出的“州议员会议＂进行认可和批准；“州议员会议”一旦将其认可和批准，即将该结果通知美利坚合众国召开之
国会。本次会议特此决议：—旦有九个州的会议批准本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召开之国会就应立即确定由批准本宪
法的各州指定选举人的日期以及各州选举人汇集选举总统并投票确定开始本宪法项下各事宜的时间和地点的日
期。
在进行相应公布之后，应当指定选举人并选出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选举人应在固定之日期选举总统， 并
依照宪法规定将其选票签署、加封、注明收件人并呈交美利坚合众国召开国会之秘书；参议员和众议员应在指定
的日期和地点召开会会议；参议员应指定参议院议长，全权负责总统选票的接收、开启和计数；在选定总统之
后，国会即应与总统一起开始执行本宪法。
本次会议一致通过。
主席 乔治·华盛顿
秘书 威廉·杰克逊

＊括号中的表述已被修正案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