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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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2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50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怡潔、趙正宇等 18 人，鑑於現行「政治獻金法」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僅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
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不得作為政
治獻金者，然卻未規範該廠商之負責人不得對個人或政黨捐
獻政治獻金，形同本法之漏洞，實須補正。爰提案修正「政
治獻金法」第七條，增訂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
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及其負責人，皆
不得對個人或政黨捐獻政治獻金。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政治獻金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僅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
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不得作為政治獻金者，然卻未規範該廠商之負責人
不得對個人或政黨捐獻政治獻金，等同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
契約之廠商負責人，同樣能對特定參選人及政黨捐獻政治獻金，形同本法之漏洞。
二、據媒體報導，「慶富造船」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得標承作海軍司令部 6 艘獵雷艦標案，以
349.33 億元得標，然其負責人在履約期間，仍有捐獻政治獻金予特定政黨及候選人，顯與
政治獻金法立法意旨相違，然因本法僅規範廠商本身不得捐獻政治獻金，其負責人之捐獻
行為等同合法，實不合理。
三、綜上所述，爰提案修正「政治獻金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增訂與政府機關（構）有巨
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及其負責人，皆不得對個人或政黨
捐獻政治獻金，以填補現行法條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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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現

行

第七條

得捐贈政治獻金者，

第七條

得捐贈政治獻金者，

一、本條第一項第二款，僅規

以下列各款以外之個人、政
黨、人民團體及營利事業為

以下列各款以外之個人、政
黨、人民團體及營利事業為

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
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

限：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

限：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

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不
得作為政治獻金者，然卻未

本達百分之二十之民營企
業。

本達百分之二十之民營企
業。

規範該廠商之負責人不得對
個人或政黨捐獻政治獻金，

二、與政府機關（構）有巨
額採 購或重大公共建設

二、與政府機關（構）有巨
額採 購或重大公共建設

形同本法之漏洞。
二、為改正前述情形，爰修正

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
之廠商及其負責人。

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
之廠商。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增訂與
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

三、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
彌補之營利事業。

三、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
彌補之營利事業。

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
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及其負

四、宗教團體。
五、其他政黨或同一種選舉

四、宗教團體。
五、其他政黨或同一種選舉

責人，皆不得對個人或政黨
捐獻政治獻金，以填補現行

擬參選人。但依法共同推
薦候選人政黨，對於其所

擬參選人。但依法共同推
薦候選人政黨，對於其所

推薦同一組候選人之捐贈
，不在此限。

推薦同一組候選人之捐贈
，不在此限。

六、未具有選舉權之人。
七、外國人民、法人、團體

六、未具有選舉權之人。
七、外國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
為外國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
為外國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

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

八、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

八、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

成員為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

成員為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九、香港、澳門居民、法人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九、香港、澳門居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
要成員為香港、澳門居民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
要成員為香港、澳門居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
十、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

。
十、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

。

條

文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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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法條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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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與政黨經營或投資之
事業有巨額採購契約，且

十一、與政黨經營或投資之
事業有巨額採購契約，且

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前項第三款所定累積虧

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前項第三款所定累積虧

損之認定，以營利事業前一
年度之財務報表為準。第一

損之認定，以營利事業前一
年度之財務報表為準。

項第七款至第九款所定主要
成員，指下列各款所列情形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
所定主要成員，指下列各款

之一：
一、擔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

所列情形之一：
一、擔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

董事長職務。
二、占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

董事長職務。
二、占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

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或
代表公司之股東等各項職

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或
代表公司之股東等各項職

務總名額超過三分之一以
上者。

務總名額超過三分之一以
上者。

三、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
權百分之三十以上或無限

三、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
權百分之三十以上或無限

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
司之股東及一般法人、團

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
司之股東及一般法人、團

體之社員人數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者。

體之社員人數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者。

為利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查證所收受獻金，

為利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查證所收受獻金，

是否符合第一項規定，下列
機關應將相關資料建置於機

是否符合第一項規定，下列
機關應將相關資料建置於機

關網站，以供查詢；未建置
之資料，政黨、政治團體及

關網站，以供查詢；未建置
之資料，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得以書面請求查詢
，受請求之機關，不得拒絕

擬參選人得以書面請求查詢
，受請求之機關，不得拒絕

：
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
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第七款至第九款有關事
業部分、第十款：經濟部

、第七款至第九款有關事
業部分、第十款：經濟部

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二、第一項第二款：行政院

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二、第一項第二款：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部
。

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部
。

三、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
有關政黨部分、第六款、

三、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
有關政黨部分、第六款、

第七款至第九款有關個人
及團體部分、第十一款：

第七款至第九款有關個人
及團體部分、第十一款：

委 162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內政部。
四、第一項第五款有關擬參

內政部。
四、第一項第五款有關擬參

選人部分，已依法完成登
記之參選人：中央選舉委

選人部分，已依法完成登
記之參選人：中央選舉委

員會；有意登記參選者：
監察院。

員會；有意登記參選者：
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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