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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7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53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志揚、顏寬恒、楊鎮浯等 16 人，鑑於我國教育全
面普及、資訊流通快速及民主意識深化，青年人參與公共事
務之意願與能力已大幅提升，不僅如此，依據現行刑法、兵
役法、公務人員考試法，十八歲年輕人已須負擔起完全之刑
事責任、為國爭戰與服公職等義務，故此應賦予其同等參與
政治之選舉及罷免權，特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以保障廣大年輕族群選舉及罷免
之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於今年 8 月公布 105 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流向概況，其中高中畢業生
升學率達到九成五，而高職部分升學率則達到近八成，顯見我國高等教育已達到全面性的
普及。同時在科技急速發展的加持下，年輕族群得以透過更多元的方式與管道取得各種資
訊，近年來更引發出年輕人的公民意識覺醒，尤其是已滿 18 歲至未滿 20 歲這個年齡層，
該族群之民主素養、政治見解等能力以及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已大幅提升，政府在法令上
已予以適當調整。
二、刑法明定，滿十八歲至未滿八十歲者屬於完全責任能力人，須負起完全之刑事責任；其次
，兵役法第三條規定，「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除役，稱為役齡男子……」；另，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五條則規定「中華民國
國民年滿十八歲者，得應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由現行刑法、兵役法與公務人員考試法明
顯看出，政府已經給予負擔十八歲年輕人完全之刑事責任、為國爭戰與服公職等義務，故
此應賦予其同等參與政治之選舉及罷免權，特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一
條及第二十三條，以保障廣大年輕族群選舉及罷免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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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人民，年滿十八歲，除受監
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
舉權。

現

行

條

文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人民，年滿二十歲，除受監
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
舉權。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於今年
8 月公布 105 年度高中職應
屆畢業生流向概況，其中高
中畢業生升學率達到九成五
，而高職部分升學率則達到
近八成，顯見我國高等教育
已達到全面性的普及。同時
在科技急速發展的加持下，
年輕族群得以透過更多元的
方式與管道取得各種資訊，
近年來更引發出年輕人的公
民意識覺醒，尤其是已滿
18 歲至未滿 20 歲這個年齡
層，該族群之民主素養、政
治見解等能力以及參與公共
事務之意願已大幅提升，政
府在法令上已予以適當調整
。
二、刑法明定，滿十八歲至未
滿八十歲者屬於完全責任能
力人，須負起完全之刑事責
任；其次，兵役法第三條規
定，「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
年一月一日起役，至屆滿三
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役，稱為役齡男子……」
；另，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
五條則規定「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十八歲者，得應公務人
員初等考試。」由現行刑法
、兵役法與公務人員考試法
明顯看出，政府已經給予負
擔十八歲年輕人完全之刑事
責任、為國爭戰與服公職等
義務，故此應賦予其同等參
與政治之選舉及罷免權。

第二十三條 依連署方式申請
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第二十三條 依連署方式申請
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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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五

者，應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五

須負擔起完全之刑事責任、為

日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
請為被連署人，申領連署人
名冊格式，並繳交連署保證
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日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
請為被連署人，申領連署人
名冊格式，並繳交連署保證
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國爭戰與服公職等義務，故此
應賦予其同等參與政治之選舉
及罷免權，亦須給予該年齡層
族群對於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受理前
項申請後，應定期公告申請
人為被連署人，並函請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於

中央選舉委員會受理前
項申請後，應定期公告申請
人為被連署人，並函請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於

提出連署的權利。

公告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內，
受理被連署人或其代理人提
出連署書件。但補選或重行
選舉時，應於公告之次日起

公告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內，
受理被連署人或其代理人提
出連署書件。但補選或重行
選舉時，應於公告之次日起

二十五日內為之。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於選舉公告日，年滿十八
歲者，得為前項之連署人。

二十五日內為之。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於選舉公告日，年滿二十
歲者，得為前項之連署人。

連署人數，於第二項規
定期間內，已達最近一次立
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一點五者，中央選舉委員

連署人數，於第二項規
定期間內，已達最近一次立
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一點五者，中央選舉委員

會應定期為完成連署之公告
，發給被連署人完成連署證
明書，並發還保證金。連署
人數不足規定人數二分之一

會應定期為完成連署之公告
，發給被連署人完成連署證
明書，並發還保證金。連署
人數不足規定人數二分之一

者，保證金不予發還。
被連署人或其代理人應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連
署人名冊及切結書格式，依
式印製，徵求連署。連署人
連署時，並應附本人之國民
身分證影本。同一連署人，
以連署一組被連署人為限，
同時為二組以上之連署時，
其連署均無效。
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受理前項連署書件後
，應予抽查，並應於抽查後
，將受理及抽查結果層報中
央選舉委員會。連署人之連
署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
刪除：

者，保證金不予發還。
被連署人或其代理人應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連
署人名冊及切結書格式，依
式印製，徵求連署。連署人
連署時，並應附本人之國民
身分證影本。同一連署人，
以連署一組被連署人為限，
同時為二組以上之連署時，
其連署均無效。
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受理前項連署書件後
，應予抽查，並應於抽查後
，將受理及抽查結果層報中
央選舉委員會。連署人之連
署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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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署人不合第三項或第

一、連署人不合第三項或第

五項規定者。
二、連署人之國民身分證影
本記載資料不明或影印不
清晰，致不能辨認連署人

五項規定者。
二、連署人之國民身分證影
本記載資料不明或影印不
清晰，致不能辨認連署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或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三、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
簽名或蓋章者。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或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三、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
簽名或蓋章者。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
事者。
前項連署書件，應保管
至開票後三個月。但保管期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
事者。
前項連署書件，應保管
至開票後三個月。但保管期

間，如有選舉訴訟者，應延
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
連署及查核辦法，由中

間，如有選舉訴訟者，應延
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
連署及查核辦法，由中

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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