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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4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62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孔文吉、簡東明等 18 人，鑑於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
條針對直轄市及縣市議員、代表之名額，按其人口數或地域
及族群做其訂定名額或應保障之標準，然鄉（鎮、市）民代
表中，原住民族部分卻僅針對平地原住民部分做制度性保障
以明定該鄉（鎮、市）民代表名額。但山地原住民代表名額
，於地方制度法制定之初卻因立法疏漏而予以漏定，故為保
障山地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都會區其鄉（鎮、市）
民其基層民意代表之參政權益，故在鄉鎮市中有山地原住民
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且在不影響既有選舉區或衝擊地
方政治生態之情況下，於該鄉（鎮、市）代表總額以外應選
出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名額。另鑒於前（103）年
12 月 25 日直轄市轄內六個山地原住民區（新北市烏來區、桃
園市復興區、台中市和平區、高雄市桃源區、高雄市茂林區
、高雄市那瑪夏區）恢復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地位後，由於
擁有公法人地位之山地原住民區係我國地方自治史上的創舉
、立法初衷也係為維護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權益、保障原鄉居
民之參政權益，體現中華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
十二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四條：「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
中關於扶持及保障原住民自治及相關福利之意旨。惟自去年
六個山地原住民區恢復公法人地位迄今，山地原住民區之財
政收支情形甚至與改制前之山地鄉相較更為困窘！由於現行
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項中，原屬改制前山地鄉之稅捐及公
共債務等財政權利並未加以恢復，故每年度之歲入來源亟需
中央及直轄市政府之補助始勉強得以維持，但除山地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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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人事及一般政務支出外，過去地方之基礎建設及社會福
利等經費支出由於財政窘迫，使區務推展受阻、剝奪其財政
自主權、嚴重衝擊地方發展！爰擬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依據民族平等權的法理，明文規定政府應維護並保障對於原住民族
的政治參與權益；而循此「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原則，有關山地原住民或平
地原住民相關權益的規範上，應依平等原則處理並維護既有權益始為適當，是以，地方制
度法特別對於原住民族參政權做合憲性及公平性的安排。惟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針對直
轄市及縣市議員、代表之名額，按其人口數或地域及族群做其訂定名額或應保障之標準，
然鄉（鎮、市）民代表中，原住民族卻僅針對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做制度性保
障予以明定該代表名額。但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席次，於該法制定之初卻漏未
增定。經查，據內政部戶政司所提供截至本（105）年 2 月 19 日止台灣地區山地原住民設
籍滿 1500 人以上鄉鎮市區統計表顯示，新北市新莊區，桃園市桃園區、中壢區、大溪區、
楊梅區、龜山區、八德區、龍潭區、平鎮區，新竹縣竹東鎮，台中市北屯區、南投縣埔里
鎮，高雄市鳳山區，花蓮縣花蓮市、屏東縣屏東市等山地原住民設籍人口均業已超過一千
五百人以上，爰理當比照平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規定亦應保障山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以
保障前述情形之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其參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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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鑑於中央主管機關於制定地方制度法時疏於訂定針對鄉（鎮、市）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
一千五百人以上者，且在不影響既有選舉區或衝擊地方政治生態或公民權益之情況下，於
該鄉（鎮、市）代表總額以外應選出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名額。再查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我國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四項亦明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
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故為使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鄉鎮市
，毋論係平地或山地原住民其參政權益均能獲得合憲性及制度性之保障，故於本次地方制
度法之修正中增列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之名額，以保障山地原住民之政治參與
權利。
三、鑑於前（103）年 12 月 25 日直轄市轄內五個山地原住民區（新北市烏來區、桃園市復興區
、台中市和平區、高雄市桃源區、高雄市茂林區、高雄市那瑪夏區）恢復地方自治團體公
法人地位後，由於擁有公法人地位之山地原住民區係我國地方自治史上的創舉、立法初衷
也係為維護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權益、保障原鄉居民之參政權益，體現中華民國憲法及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及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四條：「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
行原住民族自治」中關於扶持及保障原住民自治及相關福利之意旨。惟自前年五個山地原
住民區恢復公法人地位迄今，山地原住民區之公共建設、財政收支情形甚至與改制前之山
地鄉相較更顯困窘！由於現行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項中，原屬改制前山地鄉之稅捐及公
共債務等財政權利並未加以恢復，故每年度之歲入來源亟需中央及直轄市政府之補助始勉
強得以維持，但除山地原住民區之人事及一般政務支出外，過去地方之基礎建設及社會福
利等經費支出應現在都由直轄市政府統籌執行，剝奪山地原住民區之財政自主而卻僅能依
賴直轄市政府之財政補助，使區務推展受阻、剝奪其財政自主權、衝擊地方發展！爰擬具
地方制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予以修正。

提案人：孔文吉

簡東明

連署人：曾銘宗

許毓仁

呂玉玲

陳超明

林麗蟬

鄭天財

顏寬恒

柯志恩

徐志榮

蔣乃辛

李彥秀

吳志揚

林為洲

廖國棟

蔣萬安

徐榛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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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三條

條

文

直轄市議員、縣

現

行

第三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直轄市議員、縣

一、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依

（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

（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

據民族平等權的法理，明文
規定政府應維護並保障對於

（市）民、鄉（鎮、市）民
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

（市）民、鄉（鎮、市）民
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

原住民族的政治參與權益；
而循此「等者等之，不等者

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

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

不等之」的平等原則，有關
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相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市、

關權益的規範上，應依平等
原則處理並維護既有權益始

縣（市）、鄉（鎮、市）財
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

縣（市）、鄉（鎮、市）財
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

為適當，是以，地方制度法
應特別對於原住民族參政權

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
則定之：

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
則定之：

做合憲性及公平性的安排。
二、鑑於中央主管機關於制定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直轄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直轄

地方制度法時疏於制定於原
鄉（鎮、市）有山地原住民

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
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

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
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

人口在一千五百以上者，且
在不影響暨有選舉區或衝擊

，不得超過五十五人
；超過二百萬人者，

，不得超過五十五人
；超過二百萬人者，

地方政治生態或公民權益之
情況下，於該鄉（鎮、市）

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

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

代表總額以外應選出山地原
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名

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
千人以上者，應有平

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
千人以上者，應有平

額。故於本次修正中於第一
項第三款第二目增列該相關

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
名額；有山地原住民

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
名額；有山地原住民

規定，俾兼以保障山地原住
民於鄉（鎮、市）民代表選

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
改制前有山地鄉者，

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
改制前有山地鄉者，

舉中其參政權益。

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
之議員名額。

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
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額：
(一)縣（市）人口在一萬

二、縣（市）議員總額：
(一)縣（市）人口在一萬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十一人；人口在二十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十一人；人口在二十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十九人；人口在四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十九人；人口在四

十萬人以下者，不得
超過三十三人；人口

十萬人以下者，不得
超過三十三人；人口

在八十萬人以下者，

在八十萬人以下者，

委 10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不得超過四十三人；
人口在一百六十萬人

不得超過四十三人；
人口在一百六十萬人

以下者，不得超過五
十七人；人口超過一

以下者，不得超過五
十七人；人口超過一

百六十萬人者，不得
超過六十人。

百六十萬人者，不得
超過六十人。

(二)縣（市）有平地原住
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

(二)縣（市）有平地原住
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

以上者，於前目總額
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

以上者，於前目總額
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

出之縣（市）議員名
額。有山地鄉者，於

出之縣（市）議員名
額。有山地鄉者，於

前目總額內應有山地
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

前目總額內應有山地
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

名額。有離島鄉且該
鄉人口在二千五百人

名額。有離島鄉且該
鄉人口在二千五百人

以上者，於前目總額
內應有該鄉選出之縣

以上者，於前目總額
內應有該鄉選出之縣

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

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

額：
(一)鄉（鎮、市）人口在

額：
(一)鄉（鎮、市）人口在

一千人以下者，不得
超過五人；人口在一

一千人以下者，不得
超過五人；人口在一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七人；人口在五萬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七人；人口在五萬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十一人；人口在十五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十一人；人口在十五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十九人；人口超過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十九人；人口超過

十五萬人者，不得超
過三十一人。

十五萬人者，不得超
過三十一人。

(二)鄉（鎮、市）有平地
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

(二)鄉（鎮、市）有平地
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

百人以上者，於前目
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

百人以上者，於前目
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

民選出之鄉（鎮、市
）民代表名額；有山

民選出之鄉（鎮、市
）民代表名額。

地原住民人口一千五
百人以上者，於前目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
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

總額外應有山地原住
民選出之鄉（鎮、市

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
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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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名額。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

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臺北市第十一屆議員選

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
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

舉，其原住民選舉區之變更
，應於第十屆議員任期屆滿

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
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之日六個月前公告，不受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

臺北市第十一屆議員選
舉，其原住民選舉區之變更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

，應於第十屆議員任期屆滿
之日六個月前公告，不受公

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鄉（

增一人。
直轄市、縣（市）選出

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
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

；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
增一人。

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
每增加四人增一人。鄉（鎮

直轄市、縣（市）選出
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
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

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
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

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
增加四人增一人。

每增加四人增一人。鄉（鎮
、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鄉（

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
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

鎮、市）民代表，應於上屆
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該

增加四人增一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

宣誓就職典禮分別由行政院
、內政部、縣政府召集，並

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應於上屆

由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一
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

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該
宣誓就職典禮分別由行政院

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持
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

、內政部、縣政府召集，並
由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一

主持之。

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
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持
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
主持之。
第八十三條之三 下列各款為
山地原住民區自治事項：

第八十三條之三 下列各款為
山地原住民區自治事項：

一、本條新增第二款第三目及
第四目。

一、關於組織及行政管理事
項如下：

一、關於組織及行政管理事
項如下：

二、改制前之山地鄉，其自治
事項中原明定其稅捐及公共

委 12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一)山地原住民區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之實施

(一)山地原住民區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之實施

債務之權利。惟改制後之山
地原住民區現行本法針對其

。
(二)山地原住民區組織之

。
(二)山地原住民區組織之

稅捐及公共債務之規定付之
闕如。有鑑於保障山地原住

設立及管理。
(三)山地原住民區新聞行

設立及管理。
(三)山地原住民區新聞行

民區之財政自主權利，應於
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項中

政。
二、關於財政事項如下：

政。
二、關於財政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財務收
支及管理。

(一)山地原住民區財務收
支及管理。

(二)山地原住民區財產之
經營及處分。

(二)山地原住民區財產之
經營及處分。

(三)山地原住民區稅捐。
(四)山地原住民區公共債

三、關於社會服務事項如下
：

務。
三、關於社會服務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社會福
利。

：
(一)山地原住民區社會福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益慈
善事業及社會救助。

利。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益慈

(三)山地原住民區殯葬設
施之設置及管理。

善事業及社會救助。
(三)山地原住民區殯葬設

(四)山地原住民區調解業
務。

施之設置及管理。
(四)山地原住民區調解業

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
項如下：

務。
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

(一)山地原住民區社會教
育之興辦及管理。

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社會教

(二)山地原住民區藝文活
動。

育之興辦及管理。
(二)山地原住民區藝文活

(三)山地原住民區體育活
動。

動。
(三)山地原住民區體育活

(四)山地原住民區禮儀民
俗及文獻。

動。
(四)山地原住民區禮儀民

(五)山地原住民區社會教
育、體育與文化機構

俗及文獻。
(五)山地原住民區社會教

之設置、營運及管理
。

育、體育與文化機構
之設置、營運及管理

五、關於環境衛生事項如下
：

。
五、關於環境衛生事項如下

山地原住民區廢棄物清
除及處理。

：
山地原住民區廢棄物清

六、關於營建、交通及觀光
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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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及處理。
六、關於營建、交通及觀光

(一)山地原住民區道路之
建設及管理。

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道路之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園綠
地之設立及管理。

建設及管理。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園綠

(三)山地原住民區交通之
規劃、營運及管理。

地之設立及管理。
(三)山地原住民區交通之

(四)山地原住民區觀光事
業。

規劃、營運及管理。
(四)山地原住民區觀光事

七、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下
：

業。
七、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災害防
救之規劃及執行。

：
(一)山地原住民區災害防

(二)山地原住民區民防之
實施。

救之規劃及執行。
(二)山地原住民區民防之

八、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理
事項如下：

實施。
八、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理

(一)山地原住民區公用及
公營事業。

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公用及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共造
產事業。

公營事業。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共造

(三)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
合辦之事業。

產事業。
(三)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

九、其他依法律賦予之事項
。

合辦之事業。
九、其他依法律賦予之事項
。
第八十三條之七

山地原住民

現在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區實施自治所需財源應逐年
檢討，由直轄市依下列因素

山地原住民

第八十三條之七

區實施自治所需財源，由直
轄市依下列因素予以設算補

直轄市按其改制前各該山地鄉
前三年度稅課收入平均數予以

予以設算補助：
一、第八十三條之三所列山

助，並維持改制前各該山地
鄉統籌分配財源水準：

設算補助。惟改制前，各該山
地鄉每一年度之歲入情形即非

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項。
二、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

一、第八十三條之三所列山
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項。

常困窘，現行規定若僅按其政
府歲入中之稅課收入為其平均

鄉前三年度總預算歲出平
均數。

二、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
鄉前三年度稅課收入平均

數，對於直轄市改制後，恢復
公法人地位之山地原住民區之

三、不得低於改制前各該山
地鄉統籌分配財源水準。

數。
三、其他相關因素。

財政補助，無實質效益。故修
正以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鄉

四、其他相關因素。
前項補助之項目、程序

前項補助之項目、程序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前三年度總預算歲出平均數為
設算標準，始可充分保障山地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定

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定
之。

原住民區未來之各項財政支出
，真正維護改制後之區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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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八十三條之九

。
山地原住民

一、本條新增。

區應分配之國稅，準用財政
收支劃分法關於鄉（鎮、市

二、為保障山地原住民區恢復
公法人地位後其財政自主權

）規定辦理。
前項應分配之國稅，應

，於本法中明定山地原住民
區應分配之國稅，準用財政

直接撥補予山地原住民區，
保障其財政自主性；補助之

收支劃分法關於鄉（鎮、市
）規定辦理。

項目、程序、方式及其他相
關事項，由財政部洽商行政

三、山地原住民區應分配之國
稅，逕撥補予山地原住民區

院主計總處、直轄市及山地
原住民區定之。

，其補助方式經財政部洽商
山地原住民區定之。

第八十三條之十 山地原住民
區財政之收入及支出，應準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障山地原住民區恢復

用本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關
於鄉（鎮、市）規定辦理。

公法人地位後其財政自主權
，於本法中明定山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區地方稅之
範圍及課徵，準用地方稅法

區之財政收支及地方稅之範
圍及課徵，準用財政收支劃

通則關於鄉（鎮、市）之規
定。

分法及地方稅法通則關於鄉
（鎮、市）規定辦理。

第八十三條之十一 山地原住
民區預算收支之差短，得以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障山地原住民區恢復

借款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
餘彌平。

公法人地位後其財政自主權
，於本法中明定山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區未償餘額
比例，準用公共債務法關於

區之公共債務權利，準用公
共債務法關於鄉（鎮、市）

鄉（鎮、市）之規定。

規定辦理。

第八十三條之十二

直轄市山

一、本條新增。

地原住民區公所，置秘書一
人，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二、原直轄市下所設之區公所
，設置主任秘書乙職，為薦

職等。

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間。
原山地鄉因升格改制為原住
民區，且於去（103）年 12
月 25 日山地原住民區恢復
為公法人地位後，該區公所
秘書一職僅薦任第八職等。
影響原住民優秀公務人才之
派任及升遷機會。爰於本次
修正時逕於地方制度法中明
定山地原住民區之秘書其官
（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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