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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雄市縣區域立法委員單一選舉區劃分的

可能方案 

第一節  單一選舉區劃分的原則 

 
壹、選舉制度改革之演變與政治影響 
 
    「選舉制度」（electoral system）最簡單的意涵就是「一套支配選舉行

為的規則（rules）」（Jones et al.,2001:148），選舉制度的選擇與實行會對政

治層面的實際運作造成許多政治影響，最著名的就是杜偉傑（M. Duverger）

所提出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1995），學界有關此議題幾乎都由此

發展出來，諸如：D. Rae強調選具制度藉由短期效果（proximal effects）

影響政黨之間的競爭，對政黨制度的影響則屬長期效果（distal effects）（Rae, 

1967:74-7 , 133-44）；G. Sartori認為選舉制度一方面對選民投票產生「限制

效果」（constraining effects）；另方面對國會內的政黨數目產生「減少效果」

（reductive effects）（1994：32）；或是「選舉制度對一個國家政黨政治的

發展，政黨與候選人的競選策略，以及選民的投票行為等，都可能造成深

遠的影響」（王業立，1996）。 

    臺灣所採取的選舉制度稱為「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簡稱 SNTV，其定

義為：每位選民只能投一票給特定候選人，候選人所得的選票即使超過當

選門檻也不可讓渡給其他候選人（林繼文，1999）。這種選舉制度在世界

上甚為罕見，過去只有日本和臺灣長期用於全國性的國會議員選舉1，這對

臺灣的政治生態產生許多政治影響。此種選舉制度2造成臺灣多黨林立，形

                                                 
1 臺灣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度係源自於日本，南韓過去也使用過，但於 1987年廢止此
制後，全世界就只剩臺灣、約旦與萬納度仍在使用此種罕見的制度（IMD,2002：133-136）。 
2 一般而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也被學者稱為「半比例代表制」（semi-proportional 
systems）（Lijphart, 1984：154；Taagepera and Shugart , 1989：28；楊泰順，1991：16）的選舉制
度，並不會特別排斥小黨；尤其是當國民黨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傳統組織體系逐漸崩解，一方面
是選票流失，一方面是配票難以為繼，使得國民黨在 SNTV下的固有優勢逐漸滑落。相對而言，
近十年來，國內一些其他主要政黨，也（曾）找到非組織性配票的因應之道，而在立委選舉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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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治多元化，也由於此制的特徵在於選民只能投一票，且選票不能轉

移。因此，造成候選人的勝選關鍵在於鞏固少數人的特殊利益3，候選人只

要固守地盤即可當選；在立法機關，民意代表在乎的也是選民服務，而非

公共政策的辯論（林繼文，1999）。因此，黨紀紀律薄弱，政黨內部派系

林立，甚而形成政黨分化，而黨紀不彰會引響立法機關的議事效能與品

質，國會殿堂甚至淪為個別立委的個人秀場，問政葷腥不忌，麻辣羶色無

所不用其極。 

    此外，「一票制」與「兩票制」雖同樣能表達選舉人的意願，但其反

應的程度卻大有區別，「一票制」並沒有把選民分裂投票的傾向考慮進去，

以偏概全的將選民的投票意志限縮，選民很可能對於政黨和候選人的偏好

並非一致，「兩票制」的第二票在產生「政黨比例代表」，基本上在彌補「一

票制」或「第一票」（區域選票）票票不等值的缺失（黃國鐘，2006），因

而較「一票制」更能體現民意，讓選民憑個人對人與黨的偏好，做出最佳

的抉擇；「兩票制」還負有「各政黨議員集體負責」、「以政綱政見訴求」、

「促進政黨政治」等等正面的功能（黃國鐘，2006）。 

    有鑑於複數選區造成政黨黨紀不彰、國會議事品質與效率低落、政黨

內部派系惡鬥、地方派系掌控選舉、選舉人以走偏鋒的手段競選，形成族

群及意識形態之對立、政黨利用配票提升黨內同志的當選率，難以反應比

例性與民意之所在、惡質選風如賄選、抹黑、暴力、造謠、放風聲等缺點，

弊遠大於利。對於選制改革的相關爭論，即在學術界與政界4引起相當大的

迴響，直至民 2004 年總統大選前夕，由於林義雄及以他為首的社群團體

                                                                                                                                            
到生存空間（隨杜卿，2003）。 
3 具體的手段因選區特性而有不同。 
4 民國 83年第三屆立委選舉後不久，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連戰即公開表示，未來選制改革可以
朝向「單一選區」、「兩票制」方向思考；隨後肇因於日本在 1996年 10月的日本眾議院選舉首度
採取「單一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國內掀起熱烈討論，同年年底，「國家發展會議」在「改
進選舉制度、淨化選風」的議題上，達成「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兩者
混合的兩票制」的共識，但於 1997年的第四次修憲過程中，由於國、民、親對於究竟應採日本
的「並立制」或德過的「聯立制」意見相左，導致國發會所達成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結論難
產，並未列入修憲條文中（王業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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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靜坐方式訴求「立委席次減半」，以改善立院作秀問政風格及議事效率

不彰等，由於 SNTV所導致的弊病，該年八月二十三日，立法院臨時會以

一百九十八票對零票，三讀通過包括「國會席次減半」、「單一選區兩票

制」、「廢除任務型國大」、「公民複決入憲」等修憲案，成為立法院史上首

次的修憲案。 

    下面，作者將針對「單一選區兩票制」作比較與分析、介紹，以了解

其運作方式與施行國家的成效，作為臺灣規劃選區劃分之借鏡。 

 

貳、「並立式」與「聯立制」之比較 

 
    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係指國會議員選舉有部分名額由單一名額

的小選區產生，其他名額由政黨比例方式產生（謝相慶，2002）；其基本

實施原則是，每一位選民有兩張選票，一票投小選區的候選人，獲得相對

多數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另一票則投給政黨，決定政黨提供的候選人名

單中之當選者（隋杜卿，2002）。其中又有兩種不同的區別：「並立制」

（parallel system , separated two-vote system），和「聯立制」（compensatory 

two-vote system）。 

 

（一）並立制（parallel system , separated two-vote system） 

    「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5又稱「並立式」或「分立式兩票制」；選

民投票時有兩票，一票投給小選區的候選人，一票投給其心中屬意的政

黨，小選區候選人以得票最高者當選，比例區各政黨則依其得票比例分配

議席，這兩票是完全分開計算的，互不相干，與各黨區域當選席次多寡無

關。採行此制的優點：在於政黨選票之名單候選人與單一選區之候選人平

行競爭，彼此無排擠效應、防賄效果優於現制、無超額當選等問題；而缺

                                                 
5 日本名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日本「並立制」為小選區候選人以得最高票者當選，
比例選區各政黨依其得票比例分配議席；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額在 1996年訂為 500名，小選區 300
名，比例區分 11區選出 200名；2000年總額減為 480名，小選區不變，比例減為 1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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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包括政黨得席率與得票率易形成落差、有利於大黨與既有政黨，較不

利於小黨或新興政黨（龔意琇，2005）。 

    目前採行此制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俄羅斯、匈牙利、亞塞拜

然、克羅埃西亞、立陶宛、烏克蘭等（龔意琇，2005；王業立，2001）。 

 

（二）聯立制（compensatory two-vote system） 

    聯立制又稱為「補償制」，係以第二票（即政黨票）得票率為積轉來

決定各政黨應得的席次，扣除各政黨在單一選區中已當選的席次，再來分

配比例代表席次，其當選規則為：1.以各政黨在「政黨票」之得票比例分

配總應選名額，初步確定各黨當選議席數；2.小選區候選人以得最高票者

當選；3.各黨當選議席數扣除該黨在小選區當選的議席，不足額由政黨比

例代表名單補足。但如某黨在小選區當選的議席數超過政黨分配的議席，

仍保有其議席，這導致選舉結果總額可能會超過原定之名額6（謝相慶，

2002），「聯立制」與「並立制」的示意圖見圖 5-1、5-2。 

此制之優點：包括公平性較高，政黨得席率與得票率一致，小黨將有

生存空間；選民可以同時表達其政黨偏好與候選人偏好；防賄效果優於現

制等。缺點：在於當選席次之分配程序較為複雜，席次分配結果與小選區

選舉結果出入頗大；易形成超額當選、總席次增加的情形；易形成小黨林

立；易有分裂投票之現象；政黨於小選區所獲席次愈多，愈不利於政黨名

單候選人，容易造成政黨內部同志之緊張關係（龔意琇，2005）。目前採

行此制的國家，包括：德國、玻利維亞、義大利、墨西哥、紐西蘭、委內

瑞拉等（龔意琇，2002；王業立，2001）。 

 

                                                 
6 如德國在 1990年統一後，聯邦眾議院議員名額定為 656 名，其中 328名由單一名額選區選出，
328名依政黨得票比例分配，但如某黨在小選區當選的議席數超過政黨分配的議席，仍保有其議
席的遊戲規則下，導致選舉結果總額可能就會超過 6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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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日本式「並立制」示意 

 

圖 5-2：德國式「聯立制」示意 

資料來源：謝相慶，<淺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革－單一選區兩票制>，《國政研究報告》，

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2002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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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選舉規則」的取捨，例如國會總席次在兩種選舉制度之間的分

配比例、「聯立制」或「並立制」，以及決定政黨能夠分配比例代表制席次

的選舉門檻，會對選舉結果所呈現的政治效應及政黨分化7，產生不同程度

的影響，見表 5-1及表 5-2。 

表 5-1：德國聯立制的政黨席次分配 

比例代表部分 單一選區部份 

 得票比

率 
分配席次 所得席次 

總得席次（％） 

A黨 40％ 80-52=28 52 80（40％） 

B黨 35％ 70-37=33 37 70（35％） 

C黨 20％ 40-8=32 8 40（20％） 

D黨 5％ 10-3=7 3 10（5％） 

 

表 5-2：日本式並立制的政黨席次分配 

比例代表部分 單一選區部份  

得票比

率 
分配席次 所得席次 

總得席次（％） 

A黨 40％ 40 52 40+52=92（46％） 

B黨 35％ 35 37 35+37=72（36％） 

C黨 20％ 20 8 20+8=28（14％） 

D黨 5％ 5 3 5+3=8（4％） 

 

表 5-1-1、表 5-1-2說明：假設一個國家的國會有 200席：100席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選出；另

100席以全國為一選區，採「嘿爾最大餘數法」（Hare largest reminder method），依比例代表方式分

配各政黨席次，則由表 5-1及表 5-2可以看出，日本式的並立制對於大黨較有利，而德國式的聯立

制則在比例代表席次部分，給予小黨較多席次的補償（王業立，2005）。 

資料來源：王業立，《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影響評估》，2005，臺北：「政府再造與憲政改革」研討會。 

 
                                                 
7 聯立制具有比較濃厚的比例代表性，小黨較有生存空間；並立制對於政黨分化程度的影響，取
決於席次分配比例。若單一選區部分的席次較多，則政黨生態易走向兩黨制，對於大黨較有利；
反之，若比例代表席次較多，則會相對提高小黨的生存空間，易形成多黨制的政黨生態。 

選 
票 政 

黨 

選 
票 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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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術研究上針對許多「單一選區兩票制」實地經驗的觀察，可以發

現單一選區的名額愈多，會降低比例代表制的名額，政黨門檻愈高，在「並

立制」下，選舉競爭會有利於大黨獲得更多的國會席次；反之，如果比例

代表制的名額愈多，政黨門檻愈低，加上採取「聯立制」的話，則小黨便

有著很大的生存空間。 

    因此，選舉制度的改革不僅是一個各種制度與理論的競爭比較，更是

一個政治角力的過程，簡單的說，選舉制度的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

題（隋杜卿，2002）。這由過去民進黨在野時贊成聯立制，執政後卻支持

並立制，可以看出選舉制度改革背後的高度政治性。究竟「聯立制」和「並

立制」孰優孰劣，難有定論，沒有一個選舉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唯有周全

的配套方案及成熟的民主教育配合，才能將弊端降到最低。 

 

參、單一選舉區劃分的原則 

 
    學界對於如何建立一套選區劃分標準，用以憑藉或評估，一直存有相

當大的爭議。李帕特（Lijphart，1982）曾提出十六個面向的劃分標準8，

稱之為「公平代表的標準」（criteria of representation），這十六個面向分別

針對所有選舉劃分時可能面臨的狀況，如平等代表原則、選區形狀的簡潔

與連續性（compact and continuous）、選區與政治疆界的一致性，以及對於

少數族群的保障9等，皆做出詳細的分類與介紹，但其中分析的標準太過細

目且繁雜，導致有些標準互有矛盾之處10，容易顧此失彼，且實際操作執

行不易11，易淪為理論空泛想像。 

    究竟我國改變選制後的選區要如何劃分？有哪些原則及標準需要注
                                                 
8 見表 5-1-1。 
9 不論是政治上或種族上，甚至是宗教上的少數民族，都須與以保障。 
10 這連 Lijphart本人都有歸納這些標準的矛盾之處，主要有四類：（1）人口平等、選舉區的簡潔
且連續之標準相衝突【即標準 1與標準 2、3相衝突】。（2）簡潔與連續、保護少數團體、回應能
力、政黨競爭性之標準相衝突【即標準 1、2與標準 4~11之矛盾】。（3）政黨間的公平性與競爭
性間的衝突【即標準 6、8、9與標準 11之矛盾】。（4）人口平等與選民影響力對選民的服務之衝
突【即標準 1、12、14與標準 15之矛盾】（沈靜倫，2001：35；陳慧菁，2006：22）。 
11 如美國，由於過度注重人口均衡標準，而產生傑利蠑螈式的不公平選區劃分方式即是最好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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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及遵守？中選會在 2005 年 8 月 3 日通過的「第七屆立法委員直轄市、

縣市選舉區劃分原則」12中有三點建議：一、每一選舉區有適度合理的應

選名額；二、選舉區劃分應顧及行政區域的完整性；以及三、選舉區之調

整採漸進式，變動幅度不宜過大。此三項原則卻有學者13提出質疑，認為

第一及第三項的標準過於抽象、模糊，容易產生選務行政主管機關各說各

話，各自為政的局面產生，乃提出補充以點出選區重劃的適當方式。下面

本文將參照德國聯邦選舉法、日本的「眾議院選區劃分法」及我國學者提

出的見解，李帕特一些適用的標準，做為參考，配合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

選舉相關法規，提出適合我國單一選舉區劃分的原則。 

（一）公平代表性 

    公平代表性是選區劃分最根本、最重要也最普遍的原則，更是民主國

家的基本追求。所謂的「公平性」，即每一名立委所代表的選民應趨於相

當；而「代表性」則是每一位議員所代表的人民數是相當的，以確保多元

化的社會意見能促使各政黨提出完整的施政綱領為競選政見，以落實民主

政治中的責任政治。明白的說，公平代表性就是希望能達到「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的基本原則，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在各選區的配置，多半依

照人口數比例分配，例如：1、英國：英國將全體選民除以選區數，得一

選舉配額（quota），每一選區平均人口數儘可能與配額接近。2、德國：單

一選區人口數與各選區平均人口數應以相差不超過 25％上下為原則，相差

超過 33.3％者，應予以重劃。3、法國：選區間人口差距不得超過全國選

區平均人口數的 20％。4、日本：依據「都道府縣」的人口數來作劃分，

並且儘量作到人口數的「均衡」，現階段日本的作法是維持在「2」倍；也

就是最多人口數的選區與最少人口數的選區之差距儘量維持在「2」倍的

差距（楊鈞池，2005；黃國鐘，2006）。雖然人口均等規模14在選區劃分過

                                                 
12 參見附錄二。 
13 丁仁方在《立委選區劃分的爭議及解決之道》中曾提出批判。 
14 人口均等規模的計算方式包括：極端比值（extreme ration）、極端偏離值（extreme deviation）、
絕對平均差（mean absolute deviation）、過半比例（electoral percentage）等，詳細解說請參考王
大立，1997，<單一選區劃分的理論與模擬>，臺北：行政院國家科技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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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若過分注重，恐會發生選區規模被嚴重切割

的情形，必須慎重考量。 

（二）行政區域完整性 

    有鑒於美國的傑立蠑螈式選區劃分15，導致選區被過度切割，公平代

表性遭到質疑，選區劃分應先尊重行政界線，特別是次級行政區的完整

性，情非得已須打破行政界線時，乃以自然界線為優先，若以地理標準來

作為劃分的基準，又可細分以下三種： 

1.連接性（contiguity）：選區的組成必須相互連接，不要中斷，但究竟橋

樑是否可視為連接，島嶼又該如何連接，尚需其他標準的輔助。 

2.密實性（compactness）：選區應儘可能接近圓形或矩形，能降低投機連

接的選區劃分情形出現，但易造成顧此失彼的缺失，雖能減少奇形怪狀的

選區出現，卻未必能防範選區操縱；尤有甚者，更容易忽略文化或民族組

成等選區特性。 

3.社區整體性（community integrity）：社區乃政治參與過程中，相當重要

的空間單元。因此，在劃分上應儘量以社區為單位，但社區本身有文化、

社會及心理因素，在認定上恐有困難，因此也有學者建議可採政黨忠誠

度、人口組成及社區特性等，做為社區劃分的依據（王大立，1997：：16-26）。 

（三）席次比例性 

    「席次比例性」，即追求政黨的「得票率」與「席次率」相互符合，

不會失衡，以確保民意能透過選票被忠實呈現。 

（四）區域代表原則 

 依據憲法所定之選區劃分基本區域，應保障該區不論人口多寡，至

少有一名代表，以確保每一選區基本單位之權益不受侵害（張閔婷，2005：

29）。 

                                                                                                                                            
報告，p15~16。 
15 1811 年美國麻州州長 Elbridge Gerry在該州參議員選舉中重新劃分選區，將反對黨的票源集中
在少數地區，以利其所屬的政黨－共和黨能獲取較多的當選席次，由於其所劃分的選區，狀似蠑
螈（Salamander），於是將首創此種不公平選區劃分的州長和蠑螈兩個單字合成一個新單字，後人
將此種為求勝選，枉顧地理行政區域，任意劃分選區的不公平劃分，稱之為「Gerry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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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Lijphart「公平代表」的標準 

1. 對每一位公民而言，皆應有平等的代表：即最基本的一人一票原則，就

單一選區而言，指的是每一個選區必須包括相等數目的公民；就複數選

區而言，則是必須所有的代表與被代表的公民數目間是相稱或具比例性

的（proportionally） 

2. 選舉區的疆界必須盡量與地方的政治疆界一致。 

3. 選舉區在地域上（territory）必須是簡潔且連續的（compact and continu 

ous）。 

4. 選舉區的劃定應該給予政治上的少數者（political minorities）有代表。 

5. 選舉區的疆界在劃定時應給予種族上的少數者（ ethnic and racial 

minorities）有代表。 

6. 選舉系統不應對任何政治團體特別有利而產生偏差（bias）。 

7. 選舉系統不應對任何種族團體特別有利而產生偏差。 

8. 選舉系統應對選民在政黨偏好上的改變具有廣泛的回應

（responsiveness）。 

9. 選舉系統應有一種「經常變動率」（constant swing ratio）意即每一政黨

所獲席次與選票數目的比例應相稱。 

10. 對任何特定的種族團體而言，其所得票數與席次之間應具有比例性

（proportionality）。 

11. 選舉區的規劃應使其具有競爭性；意即在每一選舉區中，每一政黨都有

當選的機會。 

12. 每一位選民所投的票對選舉結果應具有同樣的影響。 

13. 每一位選民的票應儘可能被運用到，而儘可能不要產生浪費的選票

（wasted vote）16。 

14. 每一位立法者在立法機關中的權力應與代表選民的人數相稱。 

                                                 
16 浪費的選票與廢票不盡相同，所謂「浪費的選票」並非「無效票」之意，而為有「計算價值」  
  但無「成效價值」之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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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該有相等數目的代表替相等數目的選民作服務的工作。 

16. 大多數的選民應該可透過其代表控制立法結果，而少數的選民不應選舉

出大多數的代表，此即基本的多數原則（majoritarian principle）。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Lijphart（1982）。 

 

 

第二節   高雄市單一選舉區的規劃方案設計困境與作為 
 

依民國 94年 6月 10日修正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字第七屆起 113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

每屆任期滿前三個月內，依下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 64條及第 65條

之限制： 

1. 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73人。每縣市至少 1人。 

2.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3人。 

3.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出之。第三款則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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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在劃分選舉區時，通常會以現有公職人員選舉區（如縣市

議員選舉）或曾經進行過的公職人員選舉區（如國民大會代表、省議員選

舉），作為劃分標準，高雄市即以市議員選舉之選舉區為基礎，為該市第

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區做劃分。 

    按高雄市立法委員選舉區原本劃分第一（含鹽埕、鼓山、旗津、左營、

楠梓、三民區）及第二（含新興、前金、苓雅、前鎮、小港區）兩個選舉

區，分別選出 6名及 5名，合計 11名立法委員。由於 94年 6月 10日修正

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立法委員選舉修正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

及名額減半，高雄市名額經中央選舉委員會計算為 5名，因此第七屆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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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選舉，該市須劃分為 5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各選出 1名立法委員。 

    目前高雄市有 11個行政區，要劃分成 5個選區，在兼顧公平代表性、

行政區完整性、席次比例性及區域代表原則之下，遂有兩個不同的劃分草

案，以下將針對高雄市的選區劃分規劃做分析與了解。  

 

壹、甲案 
 

（一）劃分理由 

   此草案參照現行高雄市議會議員選舉 5個選舉區及行政區劃分，並酌以

各區人口數均等、票票等值原則及調整區域之連接性為考量，作必要之調

整。其劃分理由如下： 

1. 第一選舉區：以鹽埕區、鼓山區、旗津區為主，因人口數（173,966

人）與以平均數相差 15％之下限（255,147人）比較，不足 81,151人，

故將左營區果峰等七里及三民區川東等 25里併入本選舉區。鼓山區農

十六及美術館區域人口預估將大幅成長，故本選區預留成長空間。 

2. 第二選舉區：將左營區扣除已併入第一選舉區之果峰等 7 里後所剩之

33里，加上楠梓區為全區範圍。 

3. 第三選舉區：因三民區人口數（357,208 人）與以平均數相差 15％之

上限（345,197人）比較，超過 12,011人，故將川東等 25里撥出，併

入第一選區，所餘 62里範圍為第三選區。 

4. 第四選舉區：以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三區為主，但考量前鎮、小

港行政區人口數（346,733 人）與以平均數相差 15％為上限（345,197

人）比較，略超過 1,536人，故將前鎮區盛興等 8里並入本選舉區。 

5. 第五選舉區：將前鎮區扣除已併入第四選區之盛興等 8里後，所剩 51

里，加上小港區全區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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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分範圍 

表 5-4為甲案各選舉區之詳細劃分範圍與人口數： 

表 5-4：第七屆立法委員高雄市選舉區劃分草案－甲案 

應選名額：5人，總人口數（區域）：1,500,859人，平均人口數：300,172人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人口數 

（人） 

與平均人口

數差距 

一 

鹽埕區、鼓山區、旗津區－三區全區 

三民區－川東里、德西里、裕民里、力行里、

豐裕里、千秋里、千北里、立德里、

千歲里、鳳南里、興德里、鳳北里、

德北里、十全里、十美里、安邦里、

安宜里、安泰里、民享里、精華里、

德行里、德東里、安生里、安東里、

安合里等 25里。（原九如里已於 95

年 2月起併入德西里） 

左營區－果峰里、果惠里、果貿里、海勝里、

自助里、崇實里、新下里等 7里。（原

自勉里已於 95 年 2 月起併入崇實

里） 

265,750 
－34,422 

（－11.47％） 

二 

左營區－進學里、尾西里、頂北里、中北里、

中南里、廟東里、廟北里、尾南里、

尾北里、屏山里、祥和里、永清里、

復興里、莒光里、光輝里、合群里、

明建里、頂西里、聖后里、聖西里、

聖南里、城南里、路東里、部北里、

311,262 
＋11,090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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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南里、埤西里、埤北里、埤東里、

新上里、新中里、新光里、菜公里、

福山里等 33里。 

楠梓區全區。 

三 

三民區－鼎金區、鼎盛里、鼎強里、鼎力里、

鼎西里、鼎中里、鼎泰里、本館里、

本文里、本武里、本元里、本安里、

本揚里、寶獅里、寶德里、寶泰里、

寶興里、寶中里、寶華里、寶國里、

寶民里、寶慶里、寶業里、寶盛里、

寶安里、寶龍里、寶珠里、寶玉里、

灣子里、灣愛里、灣中里、灣華里、

灣勝里、灣利里、灣復里、正興里、

正順里、灣興里、灣成里、安康里、

安寧里、安吉里、安發里、達德里、

達明里、達仁里、達勇里、同德里、

德智里、德仁里、立誠裡、立業里、

港東里、港新里、港西里、港北里、

博愛里、博惠里、長明里、建東里

等 62里。 

296,659 
－3,513 

（－1.17％） 

四 

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三區全區。 

前鎮區－盛興里、盛豐里、忠孝里、復國里、

興中里、興東里、竹中里、竹北里

等 8里。 

310,241 
＋10,069 

（＋3.35％） 

五 前鎮區－草衙里、明孝里、明正里、明義里、 316,947 ＋1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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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里、德昌里、平等里、平昌里、

明禮里、信義里、信德里、明道里、

興化里、興仁里、前鎮里、鎮東里、

鎮昌里、鎮榮里、鎮海里、鎮陽里、

興邦里、鎮中里、鎮北里、忠純里、

忠誠里、西山里、民權里、建隆里、

振興里、良和里、西甲里、竹內里、

竹東里、竹南里、竹西里、瑞竹里、

瑞南里、瑞豐里、瑞祥里、瑞東里、

瑞和里、瑞平里、瑞隆里、瑞北里、

瑞西里、瑞崗里、瑞興里、瑞誠里、

瑞文里、瑞華里、瑞昌里等 51里。 

（＋5.59％）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副市長室提供（2006/10）。  

根據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所提的選區劃分草案甲案，得出結果如圖 5-3所示。 

（三）困境 

    甲案面臨的困境在於： 

一、 行政區域變動較大，第一、二、三選區分別分割左營區及三民

區，第四、五選區分割前鎮區，恐牽動較多地方政治勢力原本

的政治地盤，勢必引起較大的反對聲浪，行政區劃中的政治原

則，及選區劃分原則中的社區整體性備受考驗。 

二、 與人口平均數差距頗大，雖符合中選會公告之選區劃分原則，

但較不符行政區劃中的人口原則。 

三、 切割左營區恐造成眷村文化分離，不符行政區劃中的文化原則

與歷史原則，且有傑利蠑螈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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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市選舉區劃分草案圖（甲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選舉區 

第三選舉區 

第一選舉區 

第四選舉區 

第五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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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乙案 
 

（一）劃分理由 

  此草案參照現行高雄市議會議員選舉五個選舉區及行政區劃分，並酌以

各區人口數均等級行政轄區之完整性為考量，作必要之調整。其劃分理由

如下： 

1. 第一選舉區：以鹽埕區、鼓山區、旗津區為主，因人口數（173,996

人）與以平均數相差 15％ 之下限（255,147）比較，不足 81,151人，

故將三民區第一戶政事務所轄區（同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之轄區）之

川東等 42 里撥入第一選舉區17。本選區鼓山近美術館區域多新興住

宅、人口增幅較快。 

2. 第二選舉區：以左營區、楠梓區為範圍。楠梓多工業區、、人口增長

緩慢。 

3. 第三選舉區：即三民第二戶政所及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轄區（不含第

一選區川東里等 42里）。因三民區人口數（357,208人）與以平均數相

差 15％之上限（345,197人）比較，超過 12,011人，故將三民區第一

戶政事務所轄區（同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之轄區）之川東等 42里撥入

第一選舉區，所餘三民區之 45里則劃為第三選舉區18。本選區多新興

住宅，人口增幅較快。 

4. 第四選舉區：以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三區為範圍。 

5. 第五選舉區：以前鎮區、小港區為範圍。本選舉區人口數（346,733

人）與以平均數相差 15％之上限（345,197 人）比較，略超過 1,536

人，但選區內多工業區、人口增長緩慢，加上紅毛港五里近期陸續遷

村，人口將可略減。 
                                                 
17 該 42里為民族路以西範圍，不含灣興里、鼎泰里，但含民族路以東之博惠里及港新里一部分。 
 
18 只有三民區劃與旗津、鼓山、鹽埕同一選區，其餘不變動，現有行政轄區及警察分局轄區儘
量不變動，變動較少減少出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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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分範圍 

表 5-5為甲案各選舉區之詳細劃分範圍與人口數： 

表 5-5：第七屆立法委員高雄市選舉區劃分草案－乙案 

應選名額：5人，總人口數（區域）：1,500,859人，平均人口數：300,172人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人口數 

（人） 

與平均人口

數差距 

一 

鹽埕區、鼓山區、旗津區－三區全區 

三民區－川東里、德西里、裕民里、力行里、

豐裕里、千秋里、千北里、立德里、

千歲里、鳳南里、興德里、鳳北里、

德北里、十全里、十美里、安邦里、

安宜里、安泰里、民享里、精華里、

德行里、德東里、立誠里、立業里、

安生里、安東里、安合里、達明里、

達德里、達仁里、達勇里、德智里、

德仁里、同德里、建東里、港西里、

長明里、港東里、港北里、港新里、

博愛里、博惠里等 42 里。（原九如

里已於 95年 2月起併入德西里） 

267,350 
－32,822 

（－10.93％） 

二 
左營區 

楠梓區全區。 
342,467 

＋42,295 

（＋14.09％） 

三 

三民區－鼎金區、鼎盛里、鼎強里、鼎力里、

鼎西里、鼎中里、鼎泰里、本館里、

本合里、本文里、本武里、本元里、

本安里、本上里、本揚里、寶獅里、

263,854 
－36,318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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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德里、寶泰里、寶興里、寶中里、

寶華里、寶國里、寶民里、寶慶里、

寶業里、寶盛里、寶安里、寶龍里、

寶珠里、寶玉里、灣子里、灣愛里、

灣中里、灣華里、灣勝里、灣利里、

灣復里、正興里、正順里、灣興里、

灣成里、安康里、安寧里、安吉里、

安發里等 45里。 

四 
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 

三區全區。 
280,455 

＋19,717 

（－6.57％） 

五 
前鎮區、小港區 

346,733 
＋46,561 

（＋15.5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副市長室提供（2006/10）。 

根據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所提的選區劃分草案乙案，得出結果如圖 5-4所示。 

（三）困境 

    乙案面臨的困境在於： 

一、 平均人口數差距仍大，不符行政區劃之人口原則。 

二、 第一、三選區切割三民區，恐造成居民不適應，選區劃分原則中的

社區整體性及密食性備受考驗。 

    甲案與乙案差別在於三民區切割大小、楠梓區及前鎮區切割與否，這

牽動地方勢力重分配，及地理與人口分布等因素，人口由於分布極度不

均，此兩方案已盡量符合中選會公告之選區劃分原則；相較之下，乙案對

於既有行政區域的變動較小，僅變動三民區，其餘各區皆是全區納入同選

區內，當然對於原本行政區內的居民及既得利益者的變動較小，較不易引

起反彈，也較不易引起傑利蠑螈而較受到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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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市選舉區劃分草案圖（乙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選舉區 

第三選舉區 
第一選舉區 

第四選舉區 

第五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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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雄縣單一選舉區的規劃方案設計困境與作為 
 

    高雄縣傳統在地理環境、交通狀況、生活機能上即自然形成三山生活

圈，所謂三山即鳳山區（鳳山市、林園鄉、大寮鄉、大樹鄉、仁武鄉、鳥

松鄉、大社鄉等 7鄉市，人口數 695,194人），岡山區（岡山鎮、燕巢鄉、

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鄉、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阿蓮鄉、

田寮鄉等 11 鄉鎮，人口數 391,821 人），旗山區（旗山鎮、美濃鎮、六龜

鄉、內門鄉、杉林鄉、甲仙鄉、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等 9鄉鎮，人口

數 140,268 人）等三大生活圈。傳統三山生活圈人口分布相當不均，與票

票等值之理想相距甚遠，故選舉區之劃分須再作調整。 

    下面將針對高雄縣原本所做的四個草案做分析與比較： 

 
壹、甲案 
 

（一）劃分理由  

1. 第一選舉區： 

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人口數為 334,925人，己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

人，符合選舉區劃分原則第 3項第 2、3款規定：「與平均人口數相差

在 15％以內，及單一鄉鎮市人口數在平均人口數以上者，應劃為一個

選舉區」之規定，故鳳山市單獨劃為第 1選舉區。 

2. 第二選舉區： 

（1） 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劃為單獨選舉區後，剩下的林園鄉、大寮鄉、

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大社鄉等 6個鄉，傳統因自然環境形

成共同生活圈，本應劃為同一選舉區，但人口數已達 360,269人，

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 人。依第 7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舉

區劃分原則（以下簡稱劃分原則）規定，每一選舉區人口數與平

均人口數，相差以不超過 15%為原則（高雄縣平均人口數之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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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52,843人、下限為 260,797人）。該 6個鄉人口數 360,269人，

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53,449人，百分比為 17.42%，超過

15%之原則，故須將部分鄉劃入人口數相對較少的旗山區。 

（2） 經考量鳳山區地理環境與旗山區相鄰接之鄉，及交通便利性，大

樹鄉有省道 21號及大社鄉有國道 10號與旗山區相貫通，地理位

置又緊臨旗山區，故將大樹鄉及大社鄉劃入與旗山區同選舉區。 

（3） 鳳山區其餘之林園鄉、大寮鄉、鳥松鄉及仁武鄉等四個鄉，人口

數 283,018人，較平均人口數少 23,802人，百分比為 7.76%，符

合劃分原則，劃為第二選舉區。 

3. 第三選舉區： 

（1） 岡山生活圈的岡山鎮、燕巢鄉、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

鄉、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阿蓮鄉、田寮鄉等 11鄉鎮，傳統

因自然環境形成共同生活圈，本應劃為同一選舉區，但人口數已

達 391,821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85,001人，百分比

為 27.70%，超過 15%之原則，故考量地理環境及交通狀況，須將

部分鄉鎮劃入人口數相對較少的旗山區。 

（2） 經考量岡山區地理環境與旗山區相鄰接之鄉鎮，及交通便利性，

阿蓮鄉及田寮鄉有國道 3 號及燕巢鄉有國道 10 號與旗山區相貫

通，地理位置又緊臨旗山區，故將阿蓮鄉、田寮鄉及燕巢鄉劃入

與旗山區同選舉區。 

（3） 岡山區其餘之岡山鎮、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鄉、茄萣

鄉、湖內鄉、路竹鄉等 8 個鄉，人口數 320,600人，與平均人口

數多 13,780人，百分比為 4.49%，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三選舉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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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選區： 

旗山生活圈之旗山鎮、美濃鎮、六龜鄉、內門鄉、杉林鄉、甲仙鄉、

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等 9鄉鎮，加上大樹鄉、大社鄉、燕巢鄉、阿蓮

鄉及田寮鄉共 14 鄉鎮，人口數僅有 288,740 人，較平均人口數少 18,080

人，百分比為 5.89%，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4選舉區。 

（二）劃分範圍 

    茲將甲案的劃分範圍與人口數和平均人口數差距，列表如下： 

表 5-6：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甲案） 

應選名額：4人，總人口數：1,227,283人 

平均人口數：306,820人（95年 1月底人口數）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人口數 
與平均人口數

差距 

第一選舉區 鳳山市 334,925 
+28,105 
（+9.16%） 

第二選舉區 林園鄉、大寮鄉、仁武鄉、鳥松鄉 
283,018 

-23,802 
（-7.76%） 

第三選舉區 
岡山鎮、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 
永安鄉、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 

320,600 
 

+13,780 
（+4.49%） 

第四選舉區 

大樹鄉、大社鄉、燕巢鄉、阿蓮鄉 
田寮鄉、旗山鎮、美濃鎮、六龜鄉 
內門鄉、杉林鄉、甲仙鄉、茂林鄉 

桃源鄉、三民鄉 

288,740 
-18,080 
（-5.89%）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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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所提的選區劃分草案甲案，得出結果如圖 5-5所示： 

 

圖 5-5：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圖（甲案）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作者整理自繪。 

（三）困境 

    依第 7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區劃分原則第 2項第 3款規定：人

口數計算基準以 95 年 1 月底戶籍統計人口數為準，甲案經統計後，發現

第四選舉區人口數，超過應選名額除人口數之平均數的 15%為 15.17%，與

劃分原則第 3項第 2款不符，經中國國民黨、親民黨、立法委員吳光訓、

趙良燕提出甲案再修正案，修正如下表 5-7。 

第四選舉區 

第三選舉區 

第一選舉區 

第二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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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甲案之修正） 

應選名額：4人，總人口數：1,227,283人 

平均人口數：306,820人（95年 1月底人口數）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人口數 與平均人口數差距 

第一選舉區 
鳳山市 334,925 

+28,105 

（+9.16%） 

第二選舉區 

林園鄉、大寮鄉 

鳥松鄉、仁武鄉 

（後安村 2,884人除外） 
280,134 

-26,686 

（-8.70%） 

第三選舉區 

岡山鎮、橋頭鄉 

梓官鄉、彌陀鄉 

永安鄉、茄萣鄉 

湖內鄉、路竹鄉 

燕巢鄉 

 

351,951 

 

 

+45,131 

（+14.71%） 

第四選舉區 

大樹鄉、大社鄉 

阿蓮鄉、田寮鄉 

旗山鎮、美濃鎮 

六龜鄉、內門鄉 

杉林鄉、甲仙鄉 

茂林鄉、桃源鄉 

三民鄉 

仁武鄉（後安村） 

 

 

260,273 

 

 

-46,547 

（-15.17%）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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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乙案 
 

（一）劃分理由 

1. 第一選舉區： 

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人口 334,925人，己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

鳳山市單獨劃為第一選舉區。 

2. 第 2選舉區： 

（一）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劃為單獨選舉區後，剩下的林園鄉、大寮鄉、

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大社鄉等 6個鄉，人口數 360,269人，

亦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依第 7 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

舉區劃分原則（以下簡稱劃分原則）規定，每一選舉區人口數與

平均人口數，相差以不超過 15%為原則（高雄縣平均人口數之上

限為 352,843 人、下限為 260,797人）。該 6個鄉人口數 360,269

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53,449人，百分比為 17.42%，

超過 15%之原則，故須將部分鄉劃入臨近選舉區。 

（二）經考量鳳山區地理環境與岡山區相鄰接之鄉，及交通便利性，大

樹鄉有省道 21號連國道 10號及國道 3號、大社鄉有國道 10號連

國道 3號與岡山區相貫通，地理位置又緊臨岡山區，故將大樹鄉

及大社鄉劃入與岡山區同選舉區。 

（三） 鳳山區其餘之林園鄉、大寮鄉、鳥松鄉及仁武鄉等 4個鄉，人口

數 283,018人，較平均人口數少 23,802人，百分比為 7.76%，符

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2選舉區。 

3. 第三選舉區： 

（一）岡山生活圈的岡山鎮、燕巢鄉、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

鄉、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阿蓮鄉、田寮鄉等 11鄉鎮，人口

數 391,821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85,001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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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7.70%，超過 15%之原則，故須將部分鄉鎮劃入臨近人口數相

對較少的旗山區。 

（二）經考量岡山區地理環境及交通便利性，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

阿蓮鄉及田寮鄉等北岡山五鄉有 184 縣道、國道 3 號連國道 10

號與旗山區相貫通，選區涵蓋山區及海邊鄉鎮，未來當選人為能

連任在兼顧城鄉發展上務必有所建樹，故將上開五鄉劃入與旗山

區同選舉區。 

（三）岡山區其餘之岡山鎮、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鄉、燕巢

鄉等 6 個鄉再加上鳳山區之大樹鄉及大社鄉共 8 鄉鎮，人口數

313,911人，與平均人口數多 7,091人，百分比為 2.31%，符合劃

分原則，故劃為第 3選舉區。 

4. 第四選區： 

旗山生活圈之旗山鎮、美濃鎮、六龜鄉、內門鄉、杉林鄉、甲仙鄉、

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等 9 鄉鎮，加上岡山區的茄萣鄉、湖內鄉、

路竹鄉、阿蓮鄉及田寮鄉共 14鄉鎮，人口數為 295,429人，較平均人

口數少 11,391人，百分比為 3.71%，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4選舉區。 

 

（二）劃分範圍 

    茲將乙案的劃分範圍與人口數和平均人口數差距，列如表 5-8；並將

劃分後所形成的區域地圖，試畫結果如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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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乙案） 

應選名額：4人，總人口數：1,227,283人 

平均人口數：306,820人（95年 1月底人口數）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鄉鎮市別） 
人口數 與平均人口數差距 

第一選舉區 鳳山市 334,925 
+28,105 

（+9.16%） 

第二選舉區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283,018 
-23,802 

（-7.76%） 

第三選舉區 

岡山鎮、橋頭鄉、梓官鄉 

彌陀鄉、永安鄉、燕巢鄉 

大樹鄉、大社鄉 

313,911 
+7,091 

（+2.31%） 

 

 

第四選舉區 

 

 

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 

阿蓮鄉、田寮鄉、旗山鎮 

美濃鎮、六龜鄉、內門鄉 

杉林鄉、甲仙鄉、茂林鄉 

桃源鄉、三民鄉 

295,429 
-11,391 

（-3.71%）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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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紅色：第一選舉區；綠色：第二選舉區；藍色：第三選舉區；黃色：第四選舉區 

圖 5-6：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圖（乙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參、丙案 
 

（一）劃分理由 

1. 第一選舉區： 

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人口 334,925人，己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

單獨劃為第 1選舉區。 

2. 第二選舉區： 

（一）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劃為單獨選舉區後，剩下的林園鄉、大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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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大社鄉等 6個鄉，人口數 360,269人，

亦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但依第 7 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

選舉區劃分原則（以下簡稱劃分原則）規定，每一選舉區人口數

與平均人口數，相差以不超過 15%為原則（高雄縣平均人口數之

上限為 352,843人、下限為 260,797人）。該 6個鄉人口數 360,269

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53,449人，百分比為 17.42%，

超過 15%之原則，故須將部分鄉劃入臨近選區。 

（二）經考量鳳山區地理環境與岡山區相鄰接之鄉，及交通便利性，大

樹鄉有省道 21號連國道 10號及國道 3號與岡山區相貫通，故將

大樹鄉劃入與岡山區同選舉區。 

（三）鳳山區其餘之林園鄉、大寮鄉、鳥松鄉、仁武鄉及大社鄉等 5個

鄉，人口數 315,400 人，較平均人口數多 8,580 人，百分比為

2.80%，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2選舉區。 

3. 第三選舉區： 

（一）岡山生活圈的岡山鎮、燕巢鄉、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

鄉、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阿蓮鄉、田寮鄉等 11鄉鎮，人口

數 391,821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85,001人，百分比

為 27.70%，超過 15%之原則，故須將部分鄉鎮劃入人口數相對較

少的旗山區。 

（二）經考量岡山區地理環境及交通便利性，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

阿蓮鄉及田寮鄉等北岡山五鄉有 184 縣道、國道 3 號連國道 10

號與旗山區相貫通，選區涵蓋山區及海邊鄉鎮，未來當選人為能

連任在兼顧城鄉發展上務必有所建樹，故將上開五鄉劃入與旗山

區同選舉區。 

（三）岡山區其餘之岡山鎮、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鄉、燕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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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等 6 個鄉再加上鳳山區的大樹鄉，人口數 281,529 人，與平均

人口數少 25,291 人，百分比為 8.24%，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3

選舉區。 

4. 第四選區： 

旗山生活圈之旗山鎮、美濃鎮、六龜鄉、內門鄉、杉林鄉、甲仙鄉、

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等 9 鄉鎮，加上岡山區的茄萣鄉、湖內鄉、

路竹鄉、阿蓮鄉及田寮鄉共 14鄉鎮，人口數為 295,429人，較平均人

口數少 11,391人，百分比為 3.71%，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4選舉區。 

（二）劃分範圍 

茲將丙案的劃分範圍與人口數和平均人口數差距，列表如下： 

表 5-9：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丙案） 

應選名額：4人，總人口數：1,227,283人 

平均人口數：306,820人（95年 1月底人口數）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人口數 與平均人口數差距 

第一選舉區 鳳山市 334,925 
+28,105 

（+9.16%） 

第二選舉區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大社鄉 
315,400 

+8,580 

（+2.80%） 

第三選舉區 

岡山鎮、橋頭鄉 

梓官鄉、彌陀鄉 

永安鄉、燕巢鄉 

281,529 
-25,291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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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鄉 

 

 

第四選舉區 

 

 

 

茄萣鄉、湖內鄉 

路竹鄉、阿蓮鄉 

田寮鄉、旗山鎮 

美濃鎮、六龜鄉 

內門鄉、杉林鄉 

甲仙鄉、茂林鄉 

桃源鄉、三民鄉 

295,429 
-11,391 

（-3.71%）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2006/10）。 

根據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所提的選區劃分草案丙案，得出結果如圖 5-7所示： 

 
圖 5-7：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圖（丙案）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作者整理自繪。 

第四選舉區 

第三選舉區 

第二選舉區 

第一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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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丁案 
 

（一）劃分原因 

1. 第一選舉區： 

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人口 334,925人，己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

單獨劃為第 1選舉區。 

2. 第二選舉區： 

（一）鳳山生活圈的鳳山市劃為單獨選舉區後，剩下的林園鄉、大寮鄉、

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大社鄉等 6個鄉，人口數 360,269人，

亦超過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依第 7 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

舉區劃分原則（以下簡稱劃分原則）規定，每一選舉區人口數與

平均人口數，相差以不超過 15%為原則（高雄縣平均人口數之上

限為 352,843 人、下限為 260,797人）。該 6個鄉人口數 360,269

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53,449人，百分比為 17.42%，

超過 15%之原則，故將部分鄉劃入人口數相對較少的旗山區。 

（二）經考量鳳山區地理環境與旗山區相鄰接之鄉，及交通便利性，大

樹鄉有省道 21號與旗山區相貫通，地理位置又緊臨旗山區，故將

大樹鄉劃入與旗山區同選舉區。 

（三）鳳山區其餘之林園鄉、大寮鄉、鳥松鄉、仁武鄉及大社鄉等 5個

鄉，人口數 315,400 人，較平均人口數多 8,580 人，百分比為

2.80%，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二選舉區。 

3. 第三選舉區： 

（一）岡山生活圈的岡山鎮、燕巢鄉、橋頭鄉、梓官鄉、彌陀鄉、永安

鄉、茄萣鄉、湖內鄉、路竹鄉、阿蓮鄉、田寮鄉等 11鄉鎮，人口

數 391,821人，較平均人口數 306,820人多出 85,001人，百分比

為 27.70%，超過 15%之原則，故將部分鄉鎮劃入人口數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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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山區。 

（二）經考量岡山區地理環境及交通便利性，燕巢鄉、阿蓮鄉、田寮鄉、

橋頭鄉等 4鄉有國道 1號、國道 3號及國道 10號與旗山區相貫通，

選區涵蓋山區及平原鄉鎮，未來當選人為能連任在兼顧城鄉發展

上務必有所建樹，故將上開四鄉劃入與旗山區同選舉區。 

（三）而岡山區其餘之岡山鎮、梓官鄉、彌陀鄉、永安鄉、茄萣鄉、湖內

鄉、路竹鄉等 7個鄉，人口數 283,753人，與平均人口數少 23,067

人，百分比為 7.52%，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 3選舉區。 

4. 第四選區： 

旗山生活圈之旗山鎮、美濃鎮、六龜鄉、內門鄉、杉林鄉、甲仙鄉、

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等 9 鄉鎮，加上大樹鄉、橋頭鄉、燕巢鄉、

阿蓮鄉及田寮鄉共 14 鄉鎮，人口數為 293,205 人，較平均人口數少

13,615人，百分比為 4.44%，符合劃分原則，劃為第四選舉區。 

 

（二）劃分範圍 

茲將丁案的劃分範圍與人口數和平均人口數差距，列如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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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丁案） 

應選名額：4人，總人口數：1,227,283人 
平均人口數：306,820人（95年 1月底人口數） 

選舉區別 行政區範圍 人口數 與平均人口數差距 

第 1選舉區 鳳山市 334,925 
+28,105 
（+9.16%） 

第 2選舉區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大社鄉 
315,400 

+8,580 
（+2.80%） 

第 3選舉區 

岡山鎮、梓官鄉 
彌陀鄉、永安鄉 
茄萣鄉、湖內鄉 

路竹鄉 

283,753 
 

-23,067 
（-7.52%） 

第 4選舉區 
 

大樹鄉、橋頭鄉 
燕巢鄉、阿蓮鄉 
田寮鄉、旗山鎮 
美濃鎮、六龜鄉 
內門鄉、杉林鄉 
甲仙鄉、茂林鄉 
桃源鄉、三民鄉 

293,205 
-13,615 
（-4.44%）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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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所提的選區劃分草案丁案，得出結果如圖 5-8所示： 

 
圖 5-8：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草案圖（丁案）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作者整理自繪。  

 

伍、高雄縣選區劃分困境剖析 
 

甲、乙、丙、丁四個方案各有千秋，考量各選區人口數之平衡、各地

政治生態及社會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表 5-11將四個方案之異同清楚表

列，以利觀察此四個方案是否符合本章第一節所揭述之選區劃分原則。 

就人口及地理原則來看，高雄縣原本就是人口分布極不平均之縣，沿

海及鄰近高雄市之鄉鎮人口分布密集，靠山之鄉鎮則地廣人稀，難以苛求

面積及人數達到完美的均等，此四方案之人口及地理已盡量達到中選會公

第四選舉區 

第三選舉區 

第二選舉區 
第一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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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選區劃分原則中第三條之要求。以下針對四個方案所面臨之困境與作

為，作觀察與剖析： 

甲案四個選區符合其不同鄉鎮之生活及產業圈，也符合本章第一節選

區劃分原則中的「行政區域完整性」，各選區間的「公平代表性」也足夠，

人口數比例分配頗為均勻，不過，將第二選舉區仁武鄉的後安村 2,884 人

劃入第四選舉區，恐造成「社區完整性」的切割，導致村民情感分裂，難

有認同感。 

乙案四個選區形成橫條式的分布，人口數分配跟甲案不相上下，皆無

逾越中選會公告之選區劃分原則，兼顧「公平代表性」與「行政區域完整

性」，沒有飛地或傑利蠑螈的情況發生，但將大社與大樹鄉劃入第三選舉

區，其產業性質稍有差異，與產業圈概念頗不相符，此外，也與高雄市捷

運路線規劃不盡相同，恐有違行政區劃之交通與經濟原則。 

丙案四個選區的人口數分配符合「公平代表性」，也兼顧「行政區域完

整性」底下的『連接性』與『密實性』、『社區完整性』，但將大樹鄉劃入

第三選舉區，雖有和燕巢鄉連接，但從地理位置看，大樹鄉大部分的面積

與第二選舉區的大社、仁武、鳥松鄉連接幅員較廣，僅有小部分連結到第

三選舉區的燕巢鄉，如此是否能符合地理原則，值得商榷。 

丁案將鄰近高雄市楠梓區，且有捷運線通過的橋頭鄉劃入第四選舉

區，和偏山區之鄉鎮劃為同區，恐超出其所屬之生活圈，有違行政區劃之

都會原則與選區劃分之社區整體性原則。 

上述四個方案互有差異，經過地方協商與公聽會之召開，權衡之下，

最後中選會提交立法院之選舉區劃分方案為甲案，僅將選舉區順序稍作調

整，立法院於 2006年 12月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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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第 7屆立法委員高雄縣選舉區劃分甲乙丙丁四案草案對照表 

選舉區別 甲案 乙案 丙案 丁案 

一 
鳳山市 

333,291 

鳳山市 

333,291 

鳳山市 

333,291 

鳳山市 

333,291 

二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280,909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280,909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大社鄉 313,219 

林園鄉、大寮鄉 

仁武鄉、鳥松鄉 

大社鄉 313,219 

三 

岡山鎮、橋頭鄉 

路竹鄉、湖內鄉 

茄萣鄉、永安鄉 

彌陀鄉、梓官鄉 

320,361 

岡山鎮、橋頭鄉 

燕巢鄉、永安鄉 

彌陀鄉、梓官鄉 

大樹鄉、大社鄉 

314,159 

岡山鎮、橋頭鄉 

燕巢鄉、永安鄉 

彌陀鄉、梓官鄉 

大樹鄉 

281,849 

岡山鎮、湖內鄉 

茄萣鄉、彌陀鄉 

永安鄉、梓官鄉 

路竹鄉 

283,428 

四 

旗山地區九鄉鎮 

大樹鄉、大社鄉 

田寮鄉、燕巢鄉 

阿蓮鄉 

289,683 

旗山地區九鄉鎮 

路竹鄉、湖內鄉 

茄萣鄉、阿蓮鄉 

田寮鄉 

295,885 

旗山地區九鄉鎮 

路竹鄉、湖內鄉 

茄萣鄉、阿蓮鄉 

田寮鄉 

295,885 

旗山地區九鄉鎮 

大樹鄉、燕巢鄉 

橋頭鄉、阿蓮鄉 

田寮鄉 

294,306 

 

 

民主進步黨 

中國國民黨 

大寮鄉公所 

林園鄉公所 

岡山鎮公所 

永安鄉公所 

鳥松鄉公所 大社鄉公所 陳立法委員啟昱 

 資料來源：高雄縣選舉委員會提供（2006/10）。 

備註 

(提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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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雄市縣合併的單一選區劃分方案比較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所訂定之『第七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劃分原

則』第三點規定：「各直轄市、縣市其應選名額一人者，以各該縣市行政

區域為選舉區。各直轄市、縣市其應選名額二人以上者，應考量地理環境、

人口分布、交通狀況並依下列規定劃分其選區：（1）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行政區域內劃分與其應選名額同額之選舉區。（2）每一選舉區人口數與

各該直轄市、縣市應選名額除人口數之平均數，相差以不超過 15％為原

則。（3）單一鄉（鎮、市、區）其人口數超過該直轄市、縣市應選名額除

人口數之平均數者，應劃為一個選舉區。其人口數如超過平均數 15％以上

時，得將人口超過之部分村、里與相鄰接之鄉（鎮、市、區）劃為一個選

舉區。（4）人口數未超過前款平均數之鄉（鎮、市、區），應連接相鄰之

二以上鄉（鎮、市、區）為一個選舉區。必要時，得分割同一（鄉、鎮、

市、區）行政區域內之村里劃分之。但不得將不相鄰接區域劃為同一選舉

區。」 

    一般而言，中選會在劃分選舉區時，會以現有公職人員選舉區19或曾

經運行過之公職人員選舉區20作為劃分標準，其中，高雄市立委選區劃分

草案乙案即以市議員選區為基礎劃分，僅將三民區第一戶所所轄之里劃入

鹽埕區、鼓山區、旗津區，其餘皆與市議員選區相同21；鹽埕區、鼓山區、

旗津區為議員第一選區；左營區、楠梓區為議員第二選區；三民區為議員

第三選區；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為議員第四選區；前鎮區、小港區為

議員第五選區22。因此，未來高雄市縣若在有法源基礎下，兼之提出周詳

考慮之可行合併方案之後，予以合併，則新形成之「大高雄市」選舉區該

                                                 
19 如縣市議員選舉。 
20 如國民大會代表、省議員選舉。 
21 詳細資料可參閱，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於 2001年 12月 12日上午假三民區公所召開之第七屆立
法委員選區劃分公聽會書面資料。 
22 可參閱第六屆高雄市市長、市議員選舉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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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劃分，以下將模擬之。 

 
壹、高雄市縣合併的單一選區劃分方案選擇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選出立法委員 73

人，每縣市至少 1人，暫以 2006年 12月底人口數 22,863,122人為準，扣

除原住民人口數 474,002人，全臺灣總共有 22,389,120人，應選名額 73名，

平均每 313,194人分配一人，人口數未達 313,194 人以上之 6 個直轄市、

縣（市），先分配一人，其餘名額 67 人，依人口比例分配其他 19 個直轄

市、縣（市）。其它 19個直轄市、縣（市）人口數 21,357,295人，分配名

額 67人，平均每 318,766分配一人，餘額再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數

分配名額後，所餘人口數大小依次分配23。高雄縣市全面合併之後，總人

口數達 2,759,566人，根據上述計算方法，超過 318,766人以上，每滿 318,766

人分配一人，所餘人口數又可再分得兩名，總計可分得九名應選名額，但

由於原住民不包括在上述計算人數中，且考量原住民特殊風俗民情與文化

歷史因素，加上第六次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項前段揭示：「國家應依

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

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並促其發展。」並規定「其

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原住民族自治的法制定向仍有討論空間，故若將高

雄市縣全面合併，其單一選區劃分方案大致有兩種選擇，分述如下： 

一、劃分為九區 

立法院於 2006年 10月 18日審查中選會所提交之「第七屆立法委員職

轄縣市選舉區劃分變更案」，協商結論為： 

1.未達共識保留之四縣市（臺北縣、臺中縣、臺中市、台南縣），送請

立法院長王金平召集協商。 

2.不同意中選會案之四縣市（桃園縣、彰化縣、屏東縣、苗栗縣），請
                                                 
23 採最大剩餘數法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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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參照各黨團提案意見，重新修正。 

3.其餘十七縣市，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高雄縣與高雄市，均照中選會所提案結果通過。依據中選會所提之選

區劃分案，高雄市畫為五個選區，見圖 5-9及圖 5-10；高雄縣畫為四個選

區，見圖 5-11。經立法院審議，取得朝野各黨派之無異議同意，故若高雄

市縣全面合併，中選會所提之劃分方案，似可直接規劃成九個選舉區，以

減少既得利益者與地方反彈。 

二、劃分為八區 

    世界各國鑑於「選舉制度修改及選區重新劃分」，有讓小型政黨與弱

勢團體聲音縮減之傾向，因此在審議過程，為確保少數聲音不被消音，尊

重多元文化之考量下，表決方式之採納皆須尊重少數意見，不能以相對多

數決的方式強行通過。高雄縣原住民分布甚廣，多分布於三民鄉、桃源鄉

及茂林鄉等地。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四條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

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施原住民自治；因此，原住

民族是否單獨劃分為一選區，確保其聲音能通達上聽，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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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圖左側各區人數統計為 2006年 1月底之人口數，依照中選會當初劃分之人口基準為主。 

圖 5-9：中選會所提「第七屆立法委員職轄縣市選舉區劃分案」高雄市部份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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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第七屆立法委員職轄縣市選舉區劃分案」高雄市三民區劃分細部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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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圖左側各區人數統計為 2006年 1月底之人口數，依照中選會當初劃分之人口基準為主。 

圖 5-11：中選會所提「第七屆立法委員職轄縣市選舉區劃分案」高雄縣部份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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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市縣合併後單一選區劃分方案對政治生態造成之影響 
   
    選舉制度的改變，會對當地政治生態造成衝擊，政治勢力面臨重新洗

牌的局面，也會影響政黨未來的發展與走向，根據杜韋傑法則（Duverger’s 

law），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將有助於兩黨體系的形成，而兩輪投票多數

決制或比例代表制則會促成多黨體系。Lijphart 在《Electoral System and 

Party Systems：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1945-1990》（1994）

一書中，將各國不同的選舉制度作出比較，發現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制之

影響，以及對於意識型態的多元性等，皆會產生影響。究竟臺灣選舉制度

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對政治權力產生什麼影響？高雄市縣合併之

後，對於地 

方政治勢力及政黨席次得失有何影響？分析如下： 

一、執政黨掌握選區劃分機會，等同掌握當選機會 

    以往選區劃分的經驗，能藉由選後的得票分析及當選席次，提供政黨

下次競選之重要參考，區分哪些地方為鐵票倉，哪些地區為弱勢區，執政

黨握有選區劃分大權，常會藉由選區劃分機會，經由政治經營之成效，就

其鄰近鄉（鎮、市、區）進行合併劃分之選區設定，以掌握未來勝選機會，

這就是「執政優勢」。 

二、執政黨利用選區劃分減少在野黨勝選機會 

    執政黨不但利用選區增加該陣營之勝選機會，亦可在劃分時，考量在

野黨政治經營成效，將其有利之地區一分為二，分散在野黨的票源，致使

在野黨完全沒有勝選的空間，因之，在野黨對於選區劃分之關注，遠勝於

名額之分配（紀俊臣，2006：：60）。執政黨掌握選區劃分的有力因素，

增加自己勝選機會，壓縮在野黨的勝選機會，皆是為了替將來繼續執政鋪

路。如：旗津為泛綠較難拿下之區，將之劃入鼓山及鹽埕區泛綠優勢區，

則泛綠拿下席次的成功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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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政黨將不易當選之區經由選區整併成為勝選地區 

    執政黨在以往不易當選之地區，除可透過提名改變選區民眾的認同取

向外，還可將選區之劃分，依其政治經營的區塊劃定選區，以使執政黨在

該選區反敗為勝（紀俊臣，2006：61）。 

    執政黨藉由上述途徑，增加其勝選機會，延長其執政時間，長久以往

恐不利於民主政治之運作，且無法達到政黨輪替的監督作用，更無法明確

的表達民意，這也是為何一般民主國家，對於選區劃分通常採取「恆定原

則」（sustainable principle）或「穩定原則」（stable principle）之因，值得立

法院修訂選罷法之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