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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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3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周春米、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等 32 人，鑒於
我國第七次修憲，因應時勢減半國會席次，國會席次遂減至
一百十三席至今。惟第七次修憲以來已逾十載，立委席次過
低之流弊亦為各界所批評。第七次修憲以來，我國區域立委
席次與人口比例，每席次所代表人口數超過三十萬人，實為
先進民主國家之罕有，對於我國憲政體制產生諸多積弊。如
因選區劃分造成嚴重票票不等值之情形；雸又立委囿於席次
，專業層面之涵蓋亦有限，致使政策與法案之審議容易流於
行政部門之專斷，實不利於民主憲政之健全發展。爰特擬具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區域立委席次現行條文明定為七十三席，而我國人口已超過二千三百萬人之譜，換言
之，每席所代表的人口超過三十萬人，實為先進民主國家之罕有。
二、區域立委席次相較於先進民主國家如德國，其聯邦眾議院兩百九十九席之席次，代表全國
八千三百萬人口，其每席代表之人口數在二十七萬人上下，相較我國每席區域立委代表超
過三十萬人，我國現制顯然有代表人數過高之嫌。亦因立院席次不足產生票票不等值、專
業涵蓋不足等流弊。
三、我國區域立委每席次代表人口數雖普遍超過三十萬人，但亦有部分選區因其地理隔絕性，
故以較少人口數選一席立委，最低一席立法委員所代表之人口數差距與最多之一席所代表
人數高達三十倍，形成票票不等值之制度缺失，有違民主憲政帄等原則之精神。
四、立委席次偏低流弊情況亦造成立委專業涵蓋性不足，於政策、法案審議之時，亦可造成行
政部門過度主導法案，造成審議之空洞化，不離於國會監督權之行使。
五、世界各先進民主國家席次所代表之人口數，每席所代表之人口數多半在十五萬至二十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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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德國聯邦眾議院之選制與席次分布，普遍為學界之好評，且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與
我國制度較無扞格，爰參照德國聯邦眾議員之議席數，調整我國國會議員之議席數，希其
每席代表人口能降至三十萬人以下。故，修正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自由地區直轄市、縣
市立委人數為八十七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六、另為加強原住民族之席次代表性，修正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席次各
四人。
七、因應席次調整並為促進國會議員之專業涵蓋性，修正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席次共四十人。
八、立法委員自第十一屆起一百三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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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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說

明

一、本條條文修正。

十一屆起一百三十五人，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二、我國立委席次與人口比，
每席次所代表人口數超過二

屆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
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十萬人，高居世界第十四，
若以單一國會國家而言，更

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是名列世界前五。
三、立委席次過低亦致使立法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八十七人。每縣市至少一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人。

院專業涵蓋不足，政策與法
案之審議容易流於行政部門

人。
二、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

二、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之專斷，難起監督之效，不
符權力分立之憲政精神。

山地原住民各四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共三十四人。

四、另，我國立委席次過低，
亦造成票票不等值，最低一

國民共四十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席立法委員所代表之人口數
差距與最多之一席所代表人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數達三十倍之譜，有違憲法
保障帄等之精神。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五、另，以區域立委而言，我
國席次現為七十三席，以人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口數計算之，每一席之代表
人數高達三十一萬人。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

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六、參照世界各先進民主國家
席次所代表之人口數，每席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所代表之人口數多半在十五
萬至二十萬之間。爰修正本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條第一項，自第十一屆起，
調整立法委員席次至一百五

，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十人。
七、區域立委席次參照德國聯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邦眾議院之選制與席次分布
，其普遍為學界之好評，且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與我國
制度較無扞格，爰參照德國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聯邦眾議員之議席數，調整
我國國會議員之議席數。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得變更之。

八、德國聯邦眾議員一席所代
表人口，約落在二十七萬人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並基於我國各縣市之人口

得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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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分布，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
款，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之立法委員人數調整為八十
七人。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九、因應席次調整，修正本條
第一項第二款，自由地區帄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立法
委員席次各四人。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

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十、因應席次調整並為促進國
會議員之專業涵蓋性，修正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本條第一項第三款，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員席次共四十人。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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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