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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4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40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顧立雄、Kolas Yotaka、莊瑞雄、鍾佳濱等 20 人，有
鑑於原住民立法委員選區遍及全國，若採行缺額補選制將耗
費相當社會資源以及國家公帑，若少數立法委員當選無效確
定，卻因未達同一選舉區缺額二分之一而無法辦理補選，則
將造成民意缺口，採行即時遞補制度始能準確反映民意、達
到有效制衡政府之目的。基此，爰提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憲法增修條文於 2005 年 6 月 4 日國民大會複決通過後，立法委員自第 7 屆起席次減半為
113 席，其中由區域選區部分選出之 73 席立委改採「單一選區多數決制」，惟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則仍與地方層級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相同，採行「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與地方層級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既皆採行「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其出缺處理之方式即不應有相異之處理。
三、原住民立法委員選區遍及全國，若採行缺額補選制則將耗費相當社會資源以及國家公帑，
且若因少數立法委員當選無效確定而造成缺額，又因缺額未達二分之一而無法辦理補選，
則將造成民意缺口，採行即時遞補制度始能準確反映民意、達到有效制衡政府之目的，基
此，爰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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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七十三條

條

文

立法委員於就職

現

行

第七十三條

條

文

立法委員於就職

說

明

後因死亡、辭職、經判決當
選無效確定或其他事由出缺

後因死亡、辭職、經判決當
選無效確定或其他事由出缺

一、憲法增修條文於 2005 年
6 月 4 日國民大會複決通過
後，立法委員自第 7 屆起席

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選出者，應自死亡

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選出者，應自死亡

次減半為 113 席，其中由區
域選區部份選出之 73 席立

之日、辭職之日或選舉委
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

之日、辭職之日或選舉委
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

委改採「單一選區多數決制
」，惟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明書之日或其他出缺事由
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明書之日或其他出缺事由
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則仍與地方層級民意代表選
舉制度相同，採行「複數選

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期
不足一年時，不予補選。

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期
不足一年時，不予補選。

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二、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

二、原住民選出者，其缺額
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

二、原住民選出者，同一選
舉區內缺額達二分之一時

2005 年 6 月 4 日憲法增修
條文修正通過前，原針對中

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
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

，應自死亡之日、辭職之
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

央公職人員出缺補選之規定
，係於原條文第 68-1 條第 1

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
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

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或其
他出缺事由發生之日起三

項第 1 款：「區域、山胞選
出者，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

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
得票數二分之一。

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但
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時，

二分之一時，應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定期補選。但其所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選出者，其所遺缺額

不予補選。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任期不足一年時，不予補選
」，地方民意代表之出缺遞

，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

國民選出者，其所遺缺額
，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補規定則為第六十八條之二
第二項：「地方民意代表當

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
；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
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

選人因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經

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
額。

；如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
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

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
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在就職後喪

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選人
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

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
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資格

國民立法委員，在就職後喪
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

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
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
法院予以註銷，其所遺缺額

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資格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

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
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

，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
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

法院予以註銷，其所遺缺額
，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

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三、為配合上開修正通過之憲

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該
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

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
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該

法增修條文規定，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於 2007 年 11 月

遞補時，視同缺額。

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

6 日全文修正，原條文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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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

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十八條之一移列至第七十三
條，原條文第六十八條之二

人，於就職後因死亡、辭職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喪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
人，於就職後因死亡、辭職

則移列至第七十四條，其中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因改採單

失其所屬政黨黨籍或其他事
由出缺，致該政黨婦女當選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喪
失其所屬政黨黨籍或其他事

一選區制，因此另行增列區
域立法委員就職後出缺之處

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時，
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

由出缺，致該政黨婦女當選
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時，

理規定，而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民意代表之出缺處理

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
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

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
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

規定，皆維持原條文之設計
。

選人順位依序遞補；如該政
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

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
選人順位依序遞補；如該政

四、惟查，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與地方層級民意代表選舉

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

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
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制度既皆採行「複數選區單
記非讓渡投票制」，其出缺

，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喪
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
，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喪

處理之方式即不應有相異之
處理。

會備案。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員
會備案。

五、又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七十一條針對當選人於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立法
委員之遞補，應自立法院註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
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員之遞

就職前死亡或於就職前經判
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之辦理方

銷名籍公函送達之日起十五
日內，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

補，應自立法院註銷名籍公
函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由

式，其中原住民立法委員與
地方民意代表即以相同規定

告遞補名單。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名
單。

辦理，即係以選舉制度規劃
缺額處理之方式。
六、復查，依據憲法增修條文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平地原
住民及山地原住民之席次本
受憲法所保障，又原住民立
法委員選區遍及全國，若採
行缺額補選制則將耗費相當
社會資源以及國家公帑，且
若因少數立法委員當選無效
確定而造成缺額，又因缺額
未達二分之一而無法辦理補
選，則將造成民意缺口，採
行即時遞補制度始能準確反
映民意、達到有效制衡政府
之目的。
七、基此，爰參照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修正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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