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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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5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18 人，「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七條明訂「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為促進公共參與，
確保政治活動的公平及公正，政黨、公職候選人得依「政治
獻金法」收受政治獻金。然若公職人員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遭到罷免時，依現行條文則無法收受政治獻金，無法
取得經費為己辯護，不利於整體民主發展。為使罷免進行時
，正反雙方皆能收受政治獻金，促進民主健全，爰擬具「政
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憲法明定國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並已將選舉罷免相關規範訂定於「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並將政治獻金相關事項規範於本法。
二、現行「政治獻金法」規範得收受政治獻金者，以政黨、政治團體與擬參選人為限。若公職
人員為無黨籍且無參加任何政治團體，則被罷免時依法無法收受政治獻金，為自身辯護之
相關宣傳活動則易陷入無經費的窘境，變相讓罷免案成為一言堂，對台灣民主制度運作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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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

：
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

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
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

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
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

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
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

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
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

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
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

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
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

不包括在內。
二、政黨：指依人民團體法

不包括在內。
二、政黨：指依人民團體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備案成立
之團體。

第四十五條規定備案成立
之團體。

三、政治團體：指依人民團
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政

三、政治團體：指依人民團
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政

治團體
四、人民團體：指依人民團

治團體
四、人民團體：指依人民團

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
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

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
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

團體。
五、擬參選人：指於第十二

團體。
五、擬參選人：指於第十二

條規定之期間內，已依法
完成登記或有意登記參選

條規定之期間內，已依法
完成登記或有意登記參選

公職之人員。
六、被罷免人：依公職人員

說

明

新增被罷免人之名詞定義。

公職之人員。

選舉罷免法罷免案宣告成
立者。
第四條 受理政治獻金申報之
機關為監察院。

第四條 受理政治獻金申報之
機關為監察院。

監察院得委託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監察院得委託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擬
參選人及被罷免人之政治獻

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擬
參選人之政治獻金申報與專

金申報與專戶許可、變更及
廢止事項。

戶許可、變更及廢止事項。
前項委託所需費用，由

前項委託所需費用，由
監察院支付之。

監察院支付之。

第五條

得收受政治獻金者，

第五條

得收受政治獻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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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條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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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黨、政治團體、擬參選
人及被罷免人為限。

以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
人為限。

第十條 政黨、政治團體、擬
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應於金融

第十條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
參選人應於金融機構開立專

機構開立專戶，並載明金融
機構名稱、地址、帳號及戶

戶，並載明金融機構名稱、
地址、帳號及戶名，報受理

名，報受理申報機關許可後
，始得收受政治獻金；受理

申報機關許可後，始得收受
政治獻金；受理申報機關應

申報機關應於許可後立即公
告。

於許可後立即公告。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選人及被罷免人收受金錢之

選人收受金錢之政治獻金，
應於收受後十五日內存入前

政治獻金，應於收受後十五
日內存入前項專戶。

項專戶。
第一項專戶，以一個為

第一項專戶，以一個為
限；非經受理申報機關同意

限；非經受理申報機關同意
，不得變更或廢止。

符號。
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標點
符號。

，不得變更或廢止。
第十一條

政黨、政治團體、

第十一條

政黨、政治團體及

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標點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收受政
治獻金，應開立收據。但收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應
開立收據。但收受以遺囑捐

受以遺囑捐贈或匿名捐贈之
政治獻金，不在此限。

贈或匿名捐贈之政治獻金，
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開立收據者
，免繳印花稅。

依前項規定開立收據者
，免繳印花稅。

第十二條 擬參選人或被罷免
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除重

第十二條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
獻金期間，除重行選舉、補

一、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
標點符號。

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
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

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
之立法委員選舉，自選舉公

二、新增第五項被罷免人得收
受政治獻金期間。依「公職

，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
投票日前一日止外，依下列

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
日止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4 條
罷免案宣告成立起，至投票

規定辦理：
一、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

一、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
：自總統、副總統任期屆

日前一日止。

：自總統、副總統任期屆
滿前一年起，至次屆選舉

滿前一年起，至次屆選舉
投票日前一日止。

投票日前一日止。
二、區域及原住民選出之立

二、區域及原住民選出之立
法委員：自立法委員任期

法委員：自立法委員任期
屆滿前十個月起，至次屆

屆滿前十個月起，至次屆
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

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
三、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

三、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
、縣（市）議員、縣（市

、縣（市）議員、縣（市

）長擬參選人：自各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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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擬參選人：自各該公
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八個月

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八個月
起，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

起，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
一日止。

一日止。
四、鄉（鎮、市）民代表、

四、鄉（鎮、市）民代表、
鄉（鎮、市）長、村（里

鄉（鎮、市）長、村（里
）長擬參選人：自各該公

）長擬參選人：自各該公
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四個月

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四個月
起，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

起，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
一日止。

一日止。
前項期間之起始日在選

五、罷免人：自罷免案宣告
成立日起，至罷免投票日

舉公告發布日之後者，其收
受政治獻金期間自選舉公告

前一日止。
前項期間之起始日在選

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
止。

舉公告發布日之後者，其收
受政治獻金期間自選舉公告
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
止。
第十三條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不得

第十三條 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不得向不特定人

向不特定人以發行定期、不
定期之無息、有息債券或其

以發行定期、不定期之無息
、有息債券或其他有價證券

他有價證券方式，募集政治
獻金。

方式，募集政治獻金。

第十五條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收受政

第十五條 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應

治獻金，應查證是否符合第
七條第一項、前條、第十七

查證是否符合第七條第一項
、前條、第十七條第一項、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其不符合者

第二項或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其不符合者，除不符合

，除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第
七款至第九款規定者不得返

第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
款規定者不得返還外，餘均

還外，餘均得於收受後一個
月內將政治獻金之一部或全

得於收受後一個月內將政治
獻金之一部或全部返還；逾

部返還；逾期或不能返還者
，應於收受後二個月內繳交

期或不能返還者，應於收受
後二個月內繳交受理申報機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其
符合者，如不願收受，亦得

關辦理繳庫；其符合者，如
不願收受，亦得於收受後一

於收受後一個月內返還捐贈
者。

個月內返還捐贈者。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選人及被罷免人依前項規定

選人依前項規定返還已收受
之政治獻金者，應以下列方
委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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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已收受之政治獻金者，
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式為之：
一、收受之金錢政治獻金已

一、收受之金錢政治獻金已
存入專戶者，應由專戶以

存入專戶者，應由專戶以
匯款或交付專戶立帳之金

匯款或交付專戶立帳之金
融機構開立票據方式返還

融機構開立票據方式返還
之。

之。
二、收受之票據已存入專戶

二、收受之票據已存入專戶
尚未兌現者，得向專戶立

尚未兌現者，得向專戶立
帳之金融機構申請撤票，

帳之金融機構申請撤票，
將該票據直接返還捐贈者

將該票據直接返還捐贈者
；其已兌現者，應依前款

；其已兌現者，應依前款
所定方式返還之。

所定方式返還之。
三、收受之金錢政治獻金尚

三、收受之金錢政治獻金尚
未存入專戶者，得直接返

未存入專戶者，得直接返
還之。收受非金錢政治獻

還之。收受非金錢政治獻
金者，亦同。

金者，亦同。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選人依第一項規定返還政治

選人及被罷免人依第一項規
定返還政治獻金或繳交受理

獻金或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
理繳庫者，應將已開立之收

申報機關辦理繳庫者，應將
已開立之收據收回作廢；其

據收回作廢；其不能收回者
，應以書面載明返還日期、

不能收回者，應以書面載明
返還日期、金額及收據不能

金額及收據不能返還原因，
報請監察院備查。

返還原因，報請監察院備查
。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選人收受匿名政治獻金之總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選人及被罷免人收受匿名政

額，不得超過該次申報政治
獻金收入總額百分之三十，

治獻金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次申報政治獻金收入總額百

超過部分應於申報時繳交受
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分之三十，超過部分應於申
報時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

前項規定於九十八年度
起之捐贈行為適用之。

繳庫。
前項規定於九十八年度
起之捐贈行為適用之。
第十六條

自中華民國九十三

第十六條

自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四月二日本法公布施行日
起至九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年四月二日本法公布施行日
起至九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選
人及被罷免人已收受之政治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
人已收受之政治獻金有不符

獻金有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者，得於本條文修

合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
，得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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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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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施行日起二個月內返還捐
贈者；逾期或不能返還者，

二個月內返還捐贈者；逾期
或不能返還者，應於本條文

應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四
個月內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

修正施行日起四個月內繳交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理繳庫。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選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各款

選人及被罷免人違反第七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於本條文修

規定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前
已向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正施行日前已向受理申報機
關辦理繳庫且欲返還捐贈者

且欲返還捐贈者，得於本條
文修正施行日起二個月內向

，得於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
二個月內向受理申報機關辦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原繳款項
之退還；已收到退還款項者

理原繳款項之退還；已收到
退還款項者，應於二個月內

，應於二個月內返還捐贈者
。

返還捐贈者。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選人已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

選人及被罷免人已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者，不適用第二十

，不適用第二十五條及第三
十條之處罰規定，其捐贈者

五條及第三十條之處罰規定
，其捐贈者不適用第二十九

不適用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
處罰規定。

條第二項之處罰規定。
第十八條

對同一擬參選人或

第十八條

對同一擬參選人每

被罷免人每年捐贈總額，不
得超過下列金額：

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
金額：

一、個人：新臺幣十萬元。
二、營利事業：新臺幣一百

一、個人：新臺幣十萬元。
二、營利事業：新臺幣一百

萬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五十

萬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五十

萬元。
對不同擬參選人或被罷

萬元。
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

免人每年捐贈總額，合計不
得超過下列金額：

贈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
金額：

一、個人：新臺幣二十萬元
。

一、個人：新臺幣二十萬元
。

二、營利事業：新臺幣二百
萬元。

二、營利事業：新臺幣二百
萬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一百
萬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一百
萬元。

以遺囑為政治獻金之捐
贈者，其捐贈總額依第一項

以遺囑為政治獻金之捐
贈者，其捐贈總額依第一項

第一款、前項第一款規定，
並以一次為限；其捐贈總額

第一款、前項第一款規定，
並以一次為限；其捐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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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部分，無效。
第十九條

個人對政黨、政治

超過部分，無效。
第十九條

個人對政黨、政治

團體、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
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

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得
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年

，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不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有

度列舉扣除額，不適用所得
稅法第十七條有關對於教育

關對於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捐贈列舉扣

、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
團體捐贈列舉扣除額規定；

除額規定；每一申報戶可扣
除之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

每一申報戶可扣除之總額，
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之綜合

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
二十，其總額並不得超過新

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其總
額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

臺幣二十萬元。
營利事業對政黨、政治

元。

團體、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
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

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得
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年

，作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

度費用或損失，不適用所得
稅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其可

規定；其可減除金額不得超
過所得額百分之十，其總額

減除金額不得超過所得額百
分之十，其總額並不得超過

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
。

新臺幣五十萬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一、 未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

一、 未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之受贈收據。

前段規定之受贈收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
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條、

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第十七條或第

第十四條、第十七條或第
十八條規定之捐贈。

十八條規定之捐贈。
三、捐贈之政治獻金經政黨

三、捐贈之政治獻金經政黨
、政治團體、擬參選人及

、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依
第十五條規定返還或繳交

被罷免人依第十五條規定
返還或繳交受理申報機關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四、對未依法登記為候選人

辦理繳庫。
四、對未依法登記為候選人

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
撤銷者之捐贈。但擬參選

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
撤銷者之捐贈。但擬參選

人收受政治獻金後死亡者
，不在此限。

人收受政治獻金後死亡者
，不在此限。

五、對政黨之捐贈，政黨於
該年度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五、對政黨之捐贈，政黨於
該年度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營利事業對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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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推薦候選人之得票率，
均未達百分之一。該年度

舉推薦候選人之得票率，
均未達百分之一。該年度

未辦理選舉者，以上次選
舉之得票率為準；新成立

未辦理選舉者，以上次選
舉之得票率為準；新成立

之政黨，以下次選舉之得
票率為準。

之政黨，以下次選舉之得
票率為準。
第二十條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應設收

第二十條 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應設收支帳簿，由

一、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
標點符號。

支帳簿，由其本人或指定之
人員按日逐筆記載政治獻金

其本人或指定之人員按日逐
筆記載政治獻金之收支時間

二、本條第 3 項第 2 款第 4 目
新增租用罷免辦公室支出。

之收支時間、對象及其地址
、用途、金額或金錢以外經

、對象及其地址、用途、金
額或金錢以外經濟利益之價

濟利益之價額等明細，以備
查考，並據以製作會計報告

額等明細，以備查考，並據
以製作會計報告書。但新臺

書。但新臺幣二千元以下之
實物政治獻金，得免記載。

幣二千元以下之實物政治獻
金，得免記載。

政黨、政治團體會計報
告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政黨、政治團體會計報
告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營利事業捐贈收入。
(三)人民團體捐贈收入。

(二)營利事業捐贈收入。
(三)人民團體捐贈收入。

(四)上年度結存。
(五)其他收入。

(四)上年度結存。
(五)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業務費用支出。
(三)公共關係費用支出。

(二)業務費用支出。
(三)公共關係費用支出。

(四)選務費用支出。
(五)捐贈其推薦之公職候

(四)選務費用支出。
(五)捐贈其推薦之公職候

選人競選費用支出。
(六)雜支支出。

選人競選費用支出。
(六)雜支支出。

(七)返還捐贈支出。
(八)繳庫支出。

(七)返還捐贈支出。
(八)繳庫支出。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支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支

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指

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指

定應載明之事項。
擬參選人、被罷免人會

定應載明之事項。
擬參選人會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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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報告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營利事業捐贈收入。
(三)政黨或人民團體捐贈
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營利事業捐贈收入。
(三)政黨或人民團體捐贈
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宣傳支出。

(二)宣傳支出。
(三)租用宣傳車輛支出。

(三)租用宣傳車輛支出。
(四)租用競選辦事處支出

(四)租用競選、罷免辦事
處支出。

。
(五)集會支出。

(五)集會支出。
(六)交通旅運支出。

(六)交通旅運支出。
(七)雜支支出。

(七)雜支支出。
(八)返還捐贈支出。

(八)返還捐贈支出。
(九)繳庫支出。

(九)繳庫支出。
(十)公共關係費用支出。

(十)公共關係費用支出。
三、餘絀部分。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支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支
對象之詳細資料。

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指

五、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指
定應載明之事項。

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二項第四款及前項第

第二項第四款及前項第
四款所稱詳細資料，包括收

四款所稱詳細資料，包括收
支對象之姓名、國民身分證

支對象之姓名、國民身ㄈ分
證統一編號、住址、金額、

統一編號、住址、金額、用
途，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用途，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者，其名稱、統一編號或

者，其名稱、統一編號或登
記字號及主事務所地址。

登記字號及主事務所地址。

第二十一條 前條會計報告書
，政黨及政治團體由負責人

第二十一條 前條會計報告書
，政黨及政治團體由負責人

或代表人簽名或蓋章，並應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擬參

或代表人簽名或蓋章，並應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擬參

選人及被罷免人由其本人簽
名或蓋章，收受金額達新臺

選人由其本人簽名或蓋章，
收受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幣一千萬元者，並應於投票
日後七十日內委託會計師查

者，並應於投票日後七十日
內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其

核簽證；其申報依下列規定
辦理：

申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政黨、政治團體應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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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黨、政治團體應於每
年度結束後五個月內，向

年度結束後五個月內，向
受理申報機關申報。

受理申報機關申報。
二、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應

二、擬參選人應於選舉投票
日後三個月內，向受理申

於選舉投票日後三個月內
，向受理申報機關申報。

報機關申報。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

擬參選人、被罷免人收
受政治獻金後死亡者，其法

後死亡者，其法定繼承人應
自確定繼承人之日起三個月

定繼承人應自確定繼承人之
日起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告

內申報會計報告書；賸餘之
政治獻金，應於申報時繳交

書；賸餘之政治獻金，應於
申報時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

理繳庫。
擬參選人、被罷免人收

後，如有未依法登記為候選
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

受政治獻金後，如有未依法
登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其候

撤銷之情事者，應即停止收
受政治獻金，並自事實發生

選人資格經撤銷之情事者，
應即停止收受政治獻金，並

之日起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
告書；賸餘之政治獻金，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申報會計報告書；賸餘之政

於申報時繳交受理申報機關
辦理繳庫。

治獻金，應於申報時繳交受
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受理申報機關應於受理
申報截止後三個月內彙整列

受理申報機關應於受理
申報截止後三個月內彙整列

冊，供人查閱；會計報告書
之收支結算表應刊登政府公

冊，供人查閱；會計報告書
之收支結算表應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腦
網路。

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腦
網路。

前項查閱辦法，由受理
申報機關定之。

前項查閱辦法，由受理
申報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收受

第二十三條 政黨、政治團體
及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之

政治獻金之用途，以第二十
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項第

用途，以第二十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三項第二款所列項

二款所列項目為限，並不得
從事營利行為；擬參選人、

目為限，並不得從事營利行
為；擬參選人收受之政治獻

被罷免人收受之政治獻金如
有賸餘，得留供下列用途使

金如有賸餘，得留供下列用
途使用，並應於每年度結束

用，並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
個月內，向受理申報機關依

後三個月內，向受理申報機
關依其所定格式申報：

其所定格式申報：
一、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有

一、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有
關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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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費用。
二、捐贈政治團體或其所屬

二、捐贈政治團體或其所屬
政黨。

政黨。
三、捐贈教育、文化、公益

三、捐贈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

、慈善機構或團體。
四、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用

四、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用
。

。
前項擬參選人、被罷免

前項擬參選人賸餘之政
治獻金，自第二十一條第一

人賸餘之政治獻金，自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之日

項規定申報之日起四年內仍
未支用完畢時，應繳交受理

起四年內仍未支用完畢時，
應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

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擬參選人收受之政治獻

庫。
擬參選、被罷免人人收

金，供第一項各款規定使用
者，支出憑證或證明文件應

受之政治獻金，供第一項各
款規定使用者，支出憑證或

載明專戶名稱，於申報所得
稅時，不得作為當年度列舉

證明文件應載明專戶名稱，
於申報所得稅時，不得作為

扣除額。
擬參選人收受之政治獻

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擬參選人、被罷免人收

金，供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款規定使用者，對同一機構

受之政治獻金，供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使用者，

或團體每年捐贈總額，不得
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超過

對同一機構或團體每年捐贈
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

新臺幣十萬元之金錢捐贈，
並應經由原專戶匯款為之。

萬元；超過新臺幣十萬元之
金錢捐贈，並應經由原專戶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選人收受之政治獻金，屬金

匯款為之。
政黨、政治團體、擬參

錢以外之動產、不動產、不
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

選人及被罷免人收受之政治
獻金，屬金錢以外之動產、

除或其他具經濟價值之利益
，應依申報時之時價折算，

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
、債務之免除或其他具經濟

並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價值之利益，應依申報時之
時價折算，並依本法相關規
定處理之。
第二十四條

政黨、政治團體

第二十四條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依本
法開立之政治獻金專戶內之

及擬參選人依本法開立之政
治獻金專戶內之存款，不得

存款，不得強制執行。但因
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

強制執行。但因從事競選活
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所生

關活動所生之債務，不在此
限。

之債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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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擬參選人、被罷
免人違反第八條規定收受第

第二十五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
八條規定收受第七條第一項

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
規定對象之政治獻金，未依

第七款至第九款規定對象之
政治獻金，未依第十五條規

第十五條規定之期限繳交受
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或違

定之期限繳交受理申報機關
辦理繳庫，或違反第十三條

反第十三條規定募集政治獻
金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規定募集政治獻金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擬參選

；為擬參選人、被罷免人收
受或募集政治獻金之代理人

人收受或募集政治獻金之代
理人、受雇人亦同。

、受雇人亦同。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責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責
人、代表人或代理人、受雇

人、代表人或代理人、受雇
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

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
規定處罰。

規定處罰。
犯前二項之罪，已依第

犯前二項之罪，已依第
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詢義務

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詢義務
者，不在此限。

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擬參選人、被罷
免人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第二十六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設

未經許可設立專戶而收受政
治獻金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立專戶而收受政治獻金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為擬參選人

為擬參選人、被罷免人收受
政治獻金之代理人、受雇人

收受政治獻金之代理人、受
雇人亦同。

亦同。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責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責
人、代表人或代理人、受雇

人、代表人或代理人、受雇
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

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
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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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標點
符號。

規定處罰。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第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第

九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規定
收受政治獻金者，按其收受

九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規定
收受政治獻金者，按其收受

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擬參選人、被罷免人之

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擬參選人之配偶、子女

配偶、子女、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或同財共居之家屬違反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或同財
共居之家屬違反第五條規定

第五條規定收受政治獻金者
，按其收受金額處三倍之罰

收受政治獻金者，按其收受
金額處三倍之罰鍰。

鍰。

前二項違法收受之政治
獻金，沒入之；如全部或一

前二項違法收受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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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金，沒入之；如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入時，追徵其價額

部不能沒入時，追徵其價額
。

。
第三十條

政黨、政治團體、

第三十條

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及被罷免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

擬參選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限期命其申報、存入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
命其申報、存入專戶、繳交

專戶、繳交或補正；屆期不
申報、存入專戶、繳交或補

或補正；屆期不申報、存入
專戶、繳交或補正者，得按

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次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未將收受之政治獻金存
入專戶。

，未將收受之政治獻金存
入專戶。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未開立收據。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未開立收據。

三、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前段、第三項前

三、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前段、第三項前

段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後
段規定，不為申報、不依

段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後
段規定，不為申報、不依

法定方式申報或故意為不
實之申報。

法定方式申報或故意為不
實之申報。

四、除依第二十五條規定應
處刑罰之情形外，餘違反

四、除依第二十五條規定應
處刑罰之情形外，餘違反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
將政治獻金依限繳交受理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
將政治獻金依限繳交受理

申報機關辦理繳庫。但已
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

申報機關辦理繳庫。但已
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

詢義務者，不在此限。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

詢義務者，不在此限。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未依
法定方式返還政治獻金。

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未依
法定方式返還政治獻金。

六、未依第二十條規定，設
置收支帳簿或製作會計報

六、未依第二十條規定，設
置收支帳簿或製作會計報

告書。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告書。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後段、第三項後段、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將

後段、第三項後段、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將

賸餘政治獻金繳交受理申
報機關辦理繳庫。

賸餘政治獻金繳交受理申
報機關辦理繳庫。

八、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檢送收支憑證、證

八、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檢送收支憑證、證
委 161

新增被罷免人及修正部分標點
符號。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明文件、規避、妨礙或拒
絕查核。

明文件、規避、妨礙或拒
絕查核。

九、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保管收支憑證、證

九、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保管收支憑證、證

明文件。
十、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明文件。
十、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支用政治獻金。
有前項第一款、第四款

規定，支用政治獻金。
有前項第一款、第四款

、第七款或第十款所定之情
事者，其違反之政治獻金得

、第七款或第十款所定之情
事者，其違反之政治獻金得

沒入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入時，追徵其價額。

沒入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入時，追徵其價額。

第三十二條 擬參選人、被罷
免人違反第二十三條第四項

第三十二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
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捐贈賸

規定捐贈賸餘政治獻金者，
按其捐贈之金額處二倍之罰

餘政治獻金者，按其捐贈之
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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