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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0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95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世芳、鍾佳濱、鄭寶清等 41 人，有鑑於立法院目
前為我國之單一國會，是為重要憲政機關，肩負中央立法機
關之重要職能，含法律之形成、預算之審查及行政機關之監
督等。惟自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改制為一百一十三人
，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後，陸續產生選區劃分不公、「票
票不等值」等爭議。為使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
保持最接近之民意基礎，其選出方式應改採以各直轄市、縣
市人口數，直接分配其選出之立法委員人數，取代現行以人
口比例間接分配，方為根本之解決方法，始得避免上述爭議
。爰此，擬具「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建請交付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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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立法院目前為我國之單一國會，是為重要憲政機關，肩負中央立法機關之重要職能，含法律之
形成、預算之審查及行政機關之監督等。
二、惟自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改制為一百一十三人，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後，陸續產生選
區劃分不公、「票票不等值」等爭議。
三、目前固定各直轄市、縣市選出立法委員七十三人，又保障每縣市至少一人，在此狀況下，極容
易發生「票票不等值」之現象。
四、首先，縱使人口稀少之縣市應保障立法委員至少一人尚屬合理。然，對於立法委員席次超過一
人之各直轄市、縣市而言，卻極易發生「票票不等值」之現象。以第七屆至第九屆立法院為
例，2007 年人口數為五十五萬餘人之苗栗縣分配得立法委員二人，而人口數近四十八萬人之
新竹縣卻僅配得立法委員一人，顯然有悖於「票票等值」原則。
五、再者，除同一屆次內不同直轄市、縣市間之「票票不等值」，各直轄市、縣市選出立法委員總
人數固定亦致生選區劃分檢討前後，因席次必然此長彼消，同一直轄市、縣市「票票不等值
」。以高雄市為例，其人口數自第七屆至今雖無減少，第七屆至第九屆分配得席次九人，按
中央選舉委員會之選區劃分檢討方案，第十屆卻將減少至八人，則每名立委之選出人數，由
三十萬餘人，驟增至三十四萬餘人，亦不可不謂「票票不等值」。
六、此外，選區劃分檢討亦難以切實反映各直轄市、縣市之人口數變動。以採行現行選制之始的第
七屆至預定進行選區劃分檢討的第十屆間為例，桃園市增加二十三萬人、新北市增加十八萬
人、台中市增加十七萬人，其選出之立法委員人數未有變動；然則，同一期間，新竹縣僅增
加五萬人、台南市僅增加一萬四千人，其選出之立法委員人數卻各增一人。
七、爰此，以立法委員總人數維持一百一十三人，且不更動原住民族選出之立法委員人數為前提下
，為使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避免「票票不等值」，應由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
立法委員人數與全國不分區選出之立法委員人數共同浮動；前者選出之人數，應以每三十萬
人選出一人為原則，以最大程度保障每席立法委員之民意基礎相近。
八、按前點揭示之原則，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人數，應以其人口數扣除原住民族後，每
三十萬人選出立法委員一人，所餘人口數不足應選一人但在十五萬人以上者，增選一人；人
口數不足三十萬人者，保障一席。
九、按前點擬定之計算方式，則各直轄市、縣市共選出立法委員七十九人，則全國不分區選出人數
應為總席次一百一十三人，減去原住民族選出之六人及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七十九人，得
二十八人。
十、配合原住民正名為原住名族，更正第一項第二款之名稱。
十一、配合僑居國外國民不單獨選出立法委員，更正第一項第三款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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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條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一、立法院目前為我國之單一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國會，是為重要憲政機關，
肩負中央立法機關之重要職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下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能，含法律之形成、預算之
審查及行政機關之監督等。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二、惟自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七屆起改制為一百一十三人

，每縣市至少一人。各直
轄市、縣市依其扣除原住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人。

，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後
，陸續產生選區劃分不公、

民族之人口數分配，每三
十萬人應選一人，所餘人

二、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票票不等值」等爭議。
三、目前固定各直轄市、縣市

口數不足應選一人但在十
五萬人以上者，增選一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共三十四人。

選出立法委員七十三人，又
保障每縣市至少一人，在此

。
二、自由地區原住民族六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狀況下，極容易發生「票票
不等值」之現象。

。
三、全國不分區應選人數為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四、爰此，以立法委員總人數
維持一百一十三人，且不更

立法委員總人數扣除前二
款之人數。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動原住民族選出之立法委員
人數為前提下，為使各直轄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
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
避免「票票不等值」，應由

依得票比率選出之，各政
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

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
委員人數與全國不分區選出

低於二分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之立法委員人數共同浮動，
以最大程度保障每席立法委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員之民意基礎相近。
五、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法委員人數，應以其人口數
扣除原住民族後，每三十萬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人選出立法委員一人，所餘
人口數不足應選一人但在十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五萬人以上者，增選一人；
人口數不足三十萬人者，保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障一席。
六、按前點擬定之計算方式，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得變更之。

則各直轄市、縣市共選出立
法委員七十九人，則全國不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分區選出人數應為總席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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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變更之。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百一十三人，減去原住民族
選出之六人及各直轄市、縣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市選出之七十九人，得二十
八人。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七、配合原住民正名為原住名
族，更正第一項第二款之名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稱。
八、配合僑居國外國民不單獨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頇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選出立法委員，更正第一項
第三款之名稱。

統之彈劾案，頇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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