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憲政推動聯盟修憲條文草案對照表
（經2020年10月7日會員大會討論）
訴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立法理由

降低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修憲 第 12 條
門檻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
員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
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決議
，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有選舉權人投票複決，
經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一百
了七十四條之規定。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 12 條

1. 憲法修正應在追求體制
與價值長期穩定的目標
下，同時兼顧世代變遷
的需要，以求在延續的
憲政架構中，不斷活化
民主的政治生活。
2. 代議民主既然係代表人
民而議，自不應成為人
民實現直接民主的障
礙。現行立法院憲法修
正案之提議與成案門檻
，等同要求應有代表六、
七成民意之立法委員的
同意，才能將修憲案交
付全民複決，實質上已
剝奪人民實現直接民主
之可能。爰將立法院憲
法修正案之成案門檻調
降為三分之二出席，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決議，
以適當借重代議民主在
憲法變遷中的思辯機
能。
3. 本條修正不涉及憲法增
修條文第 4 條第 5 項領
土變更案之議決程序。

十八
歲選
舉權
與被
選舉
權

中華民國憲法
第 130 條

中華民國憲法
第 130 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者，有
依法選舉之權及被選舉之權。但
法律有更低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
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
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
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
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
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
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
定。

1. 鑑於世界各民主國家公
民投票權絕大多數均已
以十八歲為年齡門檻，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
我們憲法第 130 條以年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
滿二十歲為公民投票權
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
年齡之規定已經落後於
定者外，年滿二十三歲
時代發展，應予修正。
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2. 按今日我國國家社會發
展，教育之普及，資訊之
充分流通，應承認年滿
十八歲之公民為成熟公
民，有能力參與公共政
治。無論選舉權或被選
舉權均為參與公共政治
之管道，因此，既承認十
八歲公民有選舉權，亦
應承認十八歲公民有被
選舉權，憲法第130 條
關於被選舉權年歲之規
定亦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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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社會之教育、資訊、
文化發展為動態過程，
成熟公民之年齡有可能
隨社會發展而更降低。
因此，憲法規定之選舉
權被選舉權年齡，其意
義應是指國家至少必須
承認為一定年齡之人為
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之公
民，而非以此為必要條
件。故增訂但書，授權立
法者依社會條件發展，
以法律為更低年齡之規
定。
國會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選制 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立法院立法委員任期四年，連選
得連任，除本憲法或憲法增修條
文另有規定外，於每屆任滿前三
個月內舉行下一屆之選舉。憲法
第六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十一屆起，
依照下列規定選出，各款實施之
詳細辦法以法律定之。憲法第六
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一、 立法委員總額依照全
國人口數每十萬到十五萬人一席
為原則計算，並依照聯立制之原
則分配總席次，其中至少一半由
政黨比例代表名單產生，其餘為
區域代表席次與原住民族代表席
次。政黨可分配席次之最低得票
門檻為百分之三點五。
二、區域代表席次採單一
選區方式選舉產生，並依照地方
自治團體人口分配。其分配應注
意席次與人口比例之公平代表
性。
三、政黨比例代表當選名
單中，女性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原住民族代表席次，
應不少於總席次的百分之十。其
產生方式應考量各族之代表性、
性別比例之均衡與各族社會文化
之差異。由政黨提名之當選席次
，應併入各該政黨之可分配席次
計算。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
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
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
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
受憲法第六十四條及第
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
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
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
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
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
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
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
選舉區選出之。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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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
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
低於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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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憲法以及憲法增修
條文規定，立法院可以
被解散，立法委員的任
期並非固定，因此並非
皆於任滿前三個月內才
改選。
2. 立法委員總席次，依照
比較政治學研究，除了
人口九千萬以上的大國
，或五百萬以下的小國，
一般中等人口數的國家
，大約每八萬到十五萬
即有一席國會議員。國
會議員總數並不適宜在
憲法當中明定，故改以
人口數之計算原則方式
定之，以保持一定的可
調整性。席次分配採取
「聯立制」，亦會產生浮
動席次問題，因此也無
法將總席次以確定數額
規定之。依照今年
(2021) 八月統計，台灣
全國人口約 2,345 萬人
，依照本草案規定，立法
委員總席次在 156 席到
293 席之間。實際的數
目授權由法律規定的方
式計算之。
3. 立法委員之總席次分配
方式，採取聯立制之原
則，以避免單一選區以
及並立制造成大黨獲取
席次超過其得票比例太
多，力求票票等值原則
之實現。
3.1. 「聯立制」原則，意
指總席次的分配雖然
以政黨票得票比例為

立法院應成立由原住
民族代表組成之原住民族委員會
，涉及原住民族權利與利益之事
項，應經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決
議。

分配立法委員席次之
主要依據，但選制並
非純粹之比例代表制
，而是仍保有區域選
舉的混合制。為使席
次分配儘量接近於各
政黨的政黨得票比例
，因此要求由政黨名
單當選之席次應占總
席次至少一半。詳細
的計算與分配方式，
以法律定之。
3.2. 依照草案規定，政
黨比例代表名單，也
並不需要以全國為範
圍，立法者可以將全
國劃分為幾個區域，
各自有政黨提名名
單。且授權立法者可
規定政黨可分配席次
的最低得票率門檻，
為求取政黨政治、機
會平等、票票等值等
原則的平衡，規定門
檻上限為百分之三點
五。
4. 區域選舉方式仍採取單
一選區，單次投票獲得
選票最多者當選的制
度。總數保障至少現行
的七十三席。其選區劃
分方式，由法律定之，但
增列應注意席次與人口
比例之公平代表性，避
免過少人口即可，或過
多人口才可產生一席立
法委員的狀況，且不要
求每一縣市至少一名立
法委員。
5. 為保障女性之參政機會
，仍規定政黨比例代表
名單當選之席次中，女
性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6. 原住民族代表之席次與
產生方式，採取憲法保
留之特殊保障，與其他
席次相互區隔，保障其
席次不少於總席次的百
分之十。其產生方式由
法律另定之，但應考量
各族之代表性、性別比
例之均衡與各族社會文
化之差異。但是其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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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提名者當選者，其
席次數仍應計入該政黨
可分配的席次總數，以
保持聯立制原則在分配
總席次上的公正性。
7. 為保障原住民族之權益
與自治，規定立法院應
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
涉及原住民族權利與利
益之事項，應經原住民
族委員會之決議。
人權
效力
與
作用
方式

1. 本條新增。
2. 憲法為最高位階法律，
憲法之規定對所有國家
機關及公務員均有拘束
力，原為當然法理。惟我
國因有長期處於威權統
治之歷史，致使國家機
關及公務員與憲法規範
疏離，常認為自身職權
行使只須依據法律，與
憲法無關，尤其涉及憲
法基本原則及基本權利
規定之情形。因此，憲法
中應明訂憲法之基本原
則與基本權利之規定對
國家機關有直接拘束力
，所有公權力執行者均
有積極實現憲法規定之
義務，爰為第一項規定。
3. 明訂憲法基本權規定可
為人民向公權力機關援
引之主張，避免公權力
機關以法律無規定，或
保護不足之法律規定作
為拒絕保障公民憲法基
本權之理由。同時，將法
理上已承認之憲法第三
人效力，予以明文化，爰
為第二項之規定。
4. 憲法基本權利章之人權
條款，對照國際人權觀
念至今之發展，已顯過
於簡略，在未完整修訂
基本權利章個別人權條
款之前，仍應使憲法基
本權利規定之內涵符合
國際人權發展現況，以
落實人權立國之理念；
又，鑑於我國當前未納
入聯合國體系之現實，
而採取以國內法之公約
施行法與國際人權體系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之一
本憲法所規定之基本原則與基本
權利，為直接拘束所有國家機關
的法規範。所有公權力之執行者
應致力於實現本憲法所規定之基
本原則與基本權利。
本憲法所規定之基本權利可由人
民直接向公權力機關援引與主
張。基本權利與相應之義務，於
性質相容之範圍內，並應適用於
私人間之關係。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適用憲法
保障之各項權利時，應符合經立
法院通過之國際人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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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之模式，故規定各
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適
用憲法保障之各項權利
時，應符合經立法院通
過之國際人權公約。
1. 本條新增。
2. 國家人權委員會為獨立
之機關，其核心功能為
檢視國家之法律及政策
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並且向立法及行政機
關提出建議。其效果為
我國各項法律與施政，
皆能符合經立法院通過
之聯合國人權公約。
3. 其職權包括，在保護人
權方面，包括檢視法規、
收集資料瞭解各項權利
之落實狀況、進行國家
詢查、接受權利受損害
者之申訴，再據以形成
具體建議，提請社會各
界以及各政府機關注意
人權制度或觀念應改進
之處，並促進修/立法。
在促進人權部分，包括
意識提升、人權教育。
4. 為達上述目標，聯合國
巴黎原則指出國家人權
委員會應為功能獨立之
機關，其委員應能反映
社會之多元組成，而委
員行使職權之獨立性與
有效性應受保障，包括
合適之任命程序、任期
保障、充足資源、獨立研
究問題及提出建言之權
力。
5. 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向立
法院提出報告、向全民
負責。

國家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人權 第 10 條之二
委員
會
國家人權委員會為國家最高人權
監督機關，行使人權促進及保障
之職權。
國家人權委員會，設主委、副主
委各一人，委員若干名，任期六
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
任命之。
國家人權委員會應監督檢討國家
人權政策及全國人權之落實狀況
，並得辦理人權之評估、詢查、
研究、教育及協助救濟等事項。
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須超出黨派
之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國家人權委員會每年應向立法院
提出報告。
國家人權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權之
行使，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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