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草案)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7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69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靜儀等 16 人，鑑於現行公民投票法，僅針對公民
投票之提案僅進行程序審查，若提案內容有侵犯或妨礙憲法
所保障之人民權利義務疑慮時，主管機關並無相關審核機制
，爰修正本法第一條，明定公民投票提案內容不得限制或違
反我國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之自由權、平等權及受教權等相關
人民權利義務，並修正本法第十條要求若公民投票案之提案
內容有違反憲法所保障之人民權利義務時，應補正其提案內
容；又鑑於現行公投案公告成立後應於一個月起至六個月內
舉行公民投票，當所成立之公民投票案者眾，投票權人若因
成案至投票日間隔過短，未能有充足時間辨析各案之利弊，
恐有失公民投票之本意，另未免因一次所公告成立之公民投
票案者眾時仍需與全國性大選一同舉辦，使投、開票流程耗
時甚長，爰修正本法第二十三條；又現行本法並未針對公民
投票案之宣傳進行相關管理措施，爰此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增訂相關規範及罰則，且為避免公民投票案辯論時，
出現假反方或假正方等妨礙民主之行為，爰要求提案人及反
對意見者於申請辦事處時，提供辦事處人員名冊，供投票權
人先行參考之，並要求辦事處之設立及活動應秉信用誠實原
則；爰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憲法」第七條揭示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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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帄等，並於第二章第七條至第二十四條明定人民之權利及義務。基於憲法最高性，公
民投票之提案內容不得違反上揭憲法內涵。並配合本法第一條之修正，要求若公民投票案
之提案內有違反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之人民權利義務時，應補正其提案內容。
二、現行公民投票法針對公民投票案之宣傳並無相關管理措施，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相
關規定，增訂相關規範及罰則。
三、鑒於現行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應於一個月起至六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當所成立之公民
投票案者眾，投票權人若因成案至投票日間隔過短，未能有充足時間辨析各案之利弊便逕
行行使投票權，恐有失公民投票之本意。另，未免因一次所公告成立之公民投票案者眾時
仍需與全國性大選一同舉辦，使投、開票流程耗時甚長，造成邊開票邊投票及開票至深夜
之情況，爰修正本法第二十三條。
四、公民投票法第二十條，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經許可得設立辦事處，從事意見之宣傳。上揭
條文原意乃是希冀透過正、反方之意見宣傳及辯論交鋒，使投票權人深入瞭解該公民投票
案之利弊，以期在盡量知悉全情之前提下，行使其投票權。為避免假正方、假反方之情形
出現妨礙公民權行使，爰要求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於申請設立辦事處時提供辦事處人員名
冊，供投票權人先行參考之，並要求辦事處之設立及活動應秉信用誠實原則。

提案人：林靜儀
連署人：李麗芬

陳靜敏

陳曼麗

吳焜裕

蔣絜安

施義芳

郭正亮

鍾孔炤

賴瑞隆

余宛如

邱議瑩

羅致政

鄭寶清

周春米

呂孫綾

委 24

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草案)

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
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
之行使，特制定本法。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
公民投票涉及原住民族
權利者，不得違反原住民族
基本法之規定。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
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
之行使，特制定本法。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
公民投票涉及原住民族
權利者，不得違反原住民族
基本法之規定。

公民投票提案不得違反
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人民之權
利義務規定。

說

明

一、增列本條文第三項。
二、我國「憲法」第七條揭示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
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帄等，並於第
二章第七條至第二十四條明
定人民之權利義務。基於憲
法最高性，公民投票之提案
內容不得違反上揭憲法內涵
。
三、我國為保障人權，已將兩
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
公約國內法化，為免掛一漏
萬，爰增列第三項。
四、本條其他項未修正。

第十條 第二條第二項各款之
事項，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

第十條 第二條第二項各款之
事項，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

一、增列本條第三項第六款、
第四項。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
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
萬分之一以上。
主管機關於收到公民投
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
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核。
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敘明理由，通知提案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
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
萬分之一以上。
主管機關於收到公民投
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
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核。
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敘明理由，通知提案

二、本條其他項未修正。
三、配合本法第一條之修正，
若提案內容有涉及違反第一
條第三項規定者，應要求提
案人予以補正提案內容。

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
，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未補
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
以駁回：
一、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
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不合前條規定。
三、提案有第三十二條規定
之情事。
四、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
案真意。
五、提案人數不足本條第一

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
，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未補
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
以駁回：
一、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
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不合前條規定。
三、提案有第三十二條規定
之情事。
四、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
案真意。
五、提案人數不足本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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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項規定。

六、提案內容違反第一條第
三項規定。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四款及前條第
六項規定命補正者，應先舉
行聽證會，釐清相關爭點並

及前條第六項規定命補正者
，應先舉行聽證會，釐清相
關爭點並協助提案人進行必
要之補正。前項三十日內補

協助提案人進行必要之補正
。前項三十日內補正之期間
，自聽證會結束日起算。
公民投票案經主管機關

正之期間，自聽證會結束日
起算。
公民投票案經主管機關
認定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

認定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
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
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
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

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條第一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資格。

項規定資格。
二、提案人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
寫錯誤或不明。

二、提案人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
寫錯誤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冊未經提案人

三、提案人名冊未經提案人
簽名或蓋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
事。

簽名或蓋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
事。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提案人數不足本條第一項
規定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提
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
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
或逾期不補提者，該提案應
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
別函請相關立法機關及行政
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十日
內提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二
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提案人數不足本條第一項
規定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提
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
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
或逾期不補提者，該提案應
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
別函請相關立法機關及行政
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十日
內提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二
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
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
公報。
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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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

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

公報。
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
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向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向
主管機關領取連署人名冊格
式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者，

主管機關領取連署人名冊格
式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者，
視為放棄連署。

視為放棄連署。

第十七條之一 廣播電視事業
得有償提供時段，供提案人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及反對意見者從事公民投票
案宣傳；供提案人及反對意
見者從事公民投票案之宣傳
，並應為公正、公帄之對待
。
公共廣播電視台及非營
利之廣播電台、無線電視或
有線電視台不得播送公民投

第四十九條。

票案之宣傳廣告。
廣播電視事業從事公民
投票案相關議題之論政、新
聞報導或邀請提案人或反對
意見者參加節目，應為公正
、公帄之處理，不得為無正
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廣播電視事業有違反前
三項規定之情事者，任何人
得於播出後一個月內，檢具
錄影帶、錄音帶等具體事證
，向選舉委員會舉發。
第十七條之二 報紙、雜誌及
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所刊登或
播送之公民投票案廣告，應
於該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登
者之姓名；其為法人或團體
者，並應載明或敘明法人或
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
第二十條 公民投票案成立公
告後，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五十一條。

第二十條 公民投票案成立公
告後，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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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檢具辦事處人員名冊，

，經許可得設立辦事處，從

事處，從事意見之宣傳。原

經許可後設立辦事處，從事
意見之宣傳，並得募集經費
從事相關活動，但不得接受
下列經費之捐贈。辦事處之

事意見之宣傳，並得募集經
費從事相關活動，但不得接
受下列經費之捐贈。其許可
及管理辦法，由中央選舉委

意乃是希冀透過正、反方之
意見宣傳及辯論交鋒，使投
票權人深入瞭解該公民投票
案之利弊，以期在盡量知悉

設立、活動，應秉誠實信用
原則。其許可及管理辦法，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外國團體、法人、個人

員會定之：
一、外國團體、法人、個人
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
體、法人。

全情之前提下，行使其投票
權。
二、為避免假正方、假反方之
情形出現妨礙公民權行使，

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
體、法人。
二、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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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爰要求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
於申請設立辦事處時提供辦
事處人員名冊，供投票權人
先行參考之，並要求辦事處

成員為大陸地區人民之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香港、澳門居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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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之設立及活動應秉信用誠實
原則。
三、本條其他項未修正。

要成員為香港、澳門居民
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
四、公營事業或接受政府捐

。
四、公營事業或接受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
前項募款人應設經費收

助之財團法人。
前項募款人應設經費收
支帳簿，指定會計師負責記
帳保管，並於投票日後三十

支帳簿，指定會計師負責記
帳保管，並於投票日後三十
日內，經本人及會計師簽章
負責後，檢具收支結算申報

日內，經本人及會計師簽章
負責後，檢具收支結算申報
表，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報
。
收支憑據、證明文件等
，應於申報後保管六個月。
但於發生訴訟時，應保管至
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中央選舉委員會對其申
報有事實足認其有不實者，
得要求檢送收支憑據或證明
文件。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受
收支結算申報四十五日內，
應將申報資料彙整列冊，並
刊登政府公報。
第一項辦事處不得設於

表，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報
。
收支憑據、證明文件等
，應於申報後保管六個月。
但於發生訴訟時，應保管至
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中央選舉委員會對其申
報有事實足認其有不實者，
得要求檢送收支憑據或證明
文件。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受
收支結算申報四十五日內，
應將申報資料彙整列冊，並
刊登政府公報。
第一項辦事處不得設於
機關（構）、學校、依法設
立之團體、經常定為投票所

委 28

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草案)
機關（構）、學校、依法設

、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

立之團體、經常定為投票所
、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
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及
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

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及
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
體、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辦
公處，不在此限。

體、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辦
公處，不在此限。
公民投票辦事處與辦事
人員之設置辦法，由主管機

公民投票辦事處與辦事
人員之設置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關定之。
第二十條之一

辦事處及任何

一、本條新增。

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公
民投票案之宣傳品，應親自
簽名；其為法人或團體者，
並應載明法人或團體之名稱
及其代表人姓名。宣傳品之
張貼，以辦事處及宣傳車輛
為限。
辦事處及任何人不得於

二、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五十二條。

道路、橋樑、公園、機關（
構）、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
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標語
、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
或罷免廣告物。但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公告指定之
地點，不在此限。
前項直轄市、縣（市）
政府公告之地點，應公帄合
理提供使用；其使用管理規
則，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定之。
廣告物之懸掛或豎立，
不得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秩
序，並應於投票日後七日內
自行清除；違反者，依有關
法令規定處理。
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所張貼之宣傳品或懸掛、
豎立之廣告物，並通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相關主管
機關（單位）依規定處理。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於公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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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鑑於現行公投案公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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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六個月

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一個月

後應於一個月起至六個月內

舉行公民投票，該期間內有
全國性選舉時，得與該選舉
同日舉行。

起至六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
，該期間內有全國性選舉時
，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

舉行公民投票，當所成立之
公民投票案者眾，投票權人
若因成案至投票日間隔過短
，未能有充足時間辨析各案
之利弊，恐有失公民投票之
本意。
二、未免因一次所公告成立之
公民投票案者眾時仍需與全
國性大選一同舉辦，使投、
開票流程耗時甚長，爰修正
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 廣播電視事業違
反第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
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十萬以上兩百萬以下
罰鍰。
報紙、雜誌或其大大眾
傳播媒體未依第十七條之二

第四十四條 將公投票或選舉
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
意撕毀領得知公投票者，處
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
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名稱
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
、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兩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
費二倍之罰鍰。
辦事處、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違反第二十之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
項規定並處罰其代表人及行
為人。
將公投票或選舉票以外
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
領得知公投票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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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第一項移至第四項。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新增。
三、對應新增十七之一條、十
七至二條及二十之一條之修
正。
四、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一十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