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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選區劃分相關理論與概念探討 

 

隨著我國選舉制度的改變，單一選區的劃分討論亦熱絡的進行

中。在國外單一選區實施已久，因此對於選區的劃分討論亦多，參考

文獻相對豐富。在這一章當中首先會對選區及選區劃分之定義加以界

定，除了解選區與選區劃分兩者之重要性及意義外，最大目的在於幫

助釐清觀念以便於之後進行討論。而接著則會針對選區劃分的標準與

原則進行討論，在此面向上國、內外均有許多的參考文獻可供引用，

因此，本章第一節主要乃先就選區相關概念了解，並從理論層面探討

選區劃分之標準、原則。第二節是探討國內外選區劃分相關文獻；第

三節則是就選區劃分之執行方式與監督制度進行分析，討論選區劃分

執行機關、相關監督機制設置之必要性及應採取何種方式。 

 

第一節 選區劃分之定義與相關概念 

 

相關選區劃分做法與理論，由於西方國家早已行之有年，但是著

重的均是選舉制度對政黨體制所產生之影響，所以如果要找出專門討

論選區劃分的一套的理論體系，實際上是比較困難的，主要原因在於

選區劃分雖重要但卻僅隸屬為選舉制度中的一個小環節，所以一般討

論仍多附屬於選舉制度之下，做小部分之討論。這一節將會先就選區

劃分的概念進行釐清與介紹，除了會界定選區劃分之定義外，也會就

選區劃分的目的與意義作歸納；此外還會對選區劃分的原則與標準進

行整理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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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選區劃分之意義 

 一、選區之定義： 

選區，又稱為選舉區，係指構成選舉人團
1
的基本單位（李明俊、

蔡宏瑜、顏萬進，1992：93），亦是選舉制度構成要素之一。Rae

亦曾對選區下定義：「選區乃是彙整政黨或候選人之得票並將得票

轉換為一席分配的單位。」一般而言，選區的大小之用法，有時是

指該選舉區的面積大小；有時卻是指該選舉區人口數的多寡；由實

則是該選舉區所應選的代表數額；甚至有時用來指稱該選舉區選民

數的多寡（游清鑫，1990：4）。但普遍用法選區大小的定義主要還

是以產生代表數額而定；通常如一個選區依法定需產生一名當選

人，則稱之為「小選區」或「單一選區」，若產生五名以下稱之為

「中選區」，至於六名以上則稱為「大選區」。但是以西方的選舉

制度選區的分類卻只有大選區與小選區之分，主要在於中選區一般

的實施是介於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與比例代表制，而被稱為「半比

例制」。而「大選區」與「小選區」的特點比較整理如下表： 

 

 

 

 

 

 

 
1 選舉人團構成的基礎是依各國不同情形而有所差異，如西方早期有以大學學位、納稅額等為基

礎，而現在多數國家多採以地域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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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大小選區之特性 

標準 大選舉區制 小選舉區制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代表的

構成 

少數黨亦能取得席位 易造成小黨林立 多黨執政政局穩定 缺乏少數代表、比

例 

候選人

性格 

1. 全國性人才較易當選 

2. 新人易出頭 

3. 較不易為地方利益拘束 

4. 得票數與議席率較成正比 

1. 職業性政治家

或宣傳家容易

當選 

2. 議員與選區的

關係薄弱 

3. 因再選的可能

性不確定，故恐

懼解散議會而

行動受限 

 1. 有利於地方上

的勢力家族 

2. 議員易為地方

上的問題所拘

束 5. 選民較重視候選人的才識、

能力 

選票 減少   增加 

1. 選擇範圍縮小 選民選

擇範圍 

較大 對候選人人品、才

識較不了解 

對候選人人品、才識

較了解 2. 易受人情左右 

投票率  棄權率增加 投票率較高  

政黨 對小黨、新黨有利    

1. 選舉運動激烈

易生賄選事端 
競選活

動 

賄選較困難 選民監督不易，政

見不見得徹底實行 

選民監督容易，故政

見較能徹底實行 

2. 平常為選舉地

盤的培養至地

方派系叢生 

競爭者  同黨競爭者眾多，

同室操戈情況出現 

易防止同黨候選人濫

立，減少同黨競爭 

 

競選事

務 

經費 

 成本過高，缺額選

舉、再選舉經費龐

大 

缺額選舉，再選舉經

費較少 

 

監督管

制 

政府干涉少 競選違規事項取締

困難 

監督、取締較易徹底 政府容易介入干涉

其他    選區易受執政黨意

思影響 

資料來源：汕正夫，1986，《日本選舉制度史》，九州大學出版。劉冠效，1991，

《代表理論與日本選舉制度之研究》，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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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選區亦主要是各級政府執行區及民意代表代議區的空間範

圍，是國家作為產生代議代表的基本單位，並且也是選民參與選舉活

動最直接的窗口。至於選區的重要性，在於它作為一個地理區域在此

區域內包含多元的利益，例如宗教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種族的利

益，這些利益有時是兼容並蓄，有時卻會相互衝突之性質，面對這些

因素選區在規劃上市必須更多方兼顧與考量，以減少區域內居民之衝

突達成便於政府有效管理之目的。因此，各個地理區內每種利益的重

視與兼顧是我們在選區劃分上應最先考慮，以免因不當之選區劃分，

而破壞了區域內居民的和諧相處及區域穩定的發展。  

二、選區與投票區之分別： 

敘述完選區的定義後，接下來則是就一些與選區容易混淆之相關

概念進行區分，以便於接下來之討論。一般談到選區的劃分一定會討

論到投票區之設置，而兩者主要差異如下： 

（一）選區（district）：選區主要是彙整政黨或候選人之得票數，

並依據得票數提供席次分配的單位，故指的是範圍較大的地區，區內

設置有多個投票區，各個投票區所陳報的選票在此區內進行彙整統

計，最後，再依據得出的票數決定當選的候選人。 

（二）投票區：是指供選舉人投票的區域，主要是地理上的再分區，

投票區為候選人名冊製作範圍依據，每一個選區按地方行政區編制及

人口多寡分為若干投票區。 

因此，投票區是隸屬選區之下的地理再分區，主要為方便選舉的

進行與票數統計。通常一個選區內各地方的距離差距頗大，因此若僅

在選區內設置一個投票區是會造成選民的不便，選民甚至會因為交通

之考量而放棄投票，故基於民主實踐的考量每個國家均會在每各選區

內另設投票區；此外，設置投票區的另一個目的即在於方便於選務的

監督以及票數計算，以便於選務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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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區劃分之意義： 

選區劃分的重要性在於他對於選舉具有直接之影響力，是直接選

舉中重要的一環，當任何的直接選舉展開前，都必須先將選區規劃

好，按一定的原則（區域代表性原則）進行選區劃分，用意在使選民

能於一定區域內參加選舉更為方便，也是為了更好的計算選票和實現

選舉目標（胡盛儀、陳小京、田穗生，2001：105），因此選區劃分

的目的是為了方便選舉的進行。至於選區劃分的意義則在於確保每個

人的選票都等值，使每個的選票具有大約相等的比例，以達到選舉的

公平性與公正性。基本上，若選區的劃分有所不公正，有些選民數稀

少的選區的每一張選票的價值是相對高於人口多的地方，因此定期對

選區進行重新劃分之工作，主要是具有確保選民結構大致平等符合票

票等值之積極意義。而至於選舉區的劃分該如何開展，基本上應就行

政區域、人口分布、地理環境、交通狀況及應選出名額等因素加以斟

酌，將各個影響因素取一平衡，因為要全部都考慮是有困難的，只能

取一中介標準作為選區劃分之依據。故綜合上述我們可以下個結論：

決定選區劃分的根本點就在於如何通過合理劃分選區，使選區產生的

代表更具廣泛的代表性，以及使選舉盡可能多包含各方面的利益、反

應不同族群的利益，此亦是選區劃分的重要意義所在。 

貳．選區劃分之原則與標準 

一、選區劃分之原則： 

事實上，原則與標準是相同的概念，但仔細探究兩者還是有差異

之處，基本上原則的層次是高於標準的，而標準則是原則的具體規

範，因此這裡作區分的目的乃在於為求更詳細之說明，以助於了解。

一般選區劃分行使依據歸納有三大原則，分別是：（一）公平代表性、

（二）行政區域完整性、（三）區域保障原則。這三大原則是被作為

選區劃分的基本原則，缺一不可。不過國內學者朱雲漢、黃德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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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對應台灣選舉的情況另外又多增補了兩個原則，分別是促進政黨

政治以及保障少數團體兩個原則。以下分別就這五個原則進行討論： 

（一）公平代表性：即每一位立委所代表的人口數應大致相當，避免

在代表性上產生嚴重落差，以期達到票票等值的理想。  

（二）行政區域完整性：劃分選區時，應儘量配合與地方行政區之界

線，將選區間進行適度的整併或縮限。 

（三）區域保障原則：根據憲法所定之選區劃分基本單位，都應保障

其席次，而不論其人數之多寡。其目的在特別保障每一個選區劃分基

本單位，都能推舉自己的代表，以將住民之意見反映於國會，並保障

該區域之利益。 

（四）促進政黨政治：以政黨為中心之權力制衡，是多元主義發展的

必然歸趨，故注重政黨競爭的公平性與和諧性是必須的，在避免多黨

林立下同時保障小黨生存空間，以提升政黨內部運作民主化與紀律

化。 

（五）保障少數團體：對於種族、宗教或其他政治少數團體，應特別

保護其參政機會，避免產生疏離或反動現象，以保障社會之和諧發展

與政府政策有效執行。 

二、選區劃分的標準： 

討論完原則後，接著就選區劃分的標準進行討論。關於選區劃分

標準的探討，國外早多有討論，在眾多學者的見解中，國內最常引用

的為 Lijphart 和 Cain 兩位學者的標準。以 Lijphart 來看，他所提

出十六個選區劃分標準，一般被稱之為「公平代表的標準」，是目前

選區劃分標準上最為詳細的標準，Lijphart 所提包含（雷飛龍、陳

義彥、游清鑫等，1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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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選舉區的疆界必須盡量與地方的政治疆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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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舉區在地域上必須是緊湊且連續的。 

4、選舉區的劃定應該給予政治上的少數者有代表。 

5、選舉區的疆界在劃定時應給予種族上的少數者有代表。 

6、選舉系統不應對任一政黨特別有利而產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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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9、選舉系統應有一種「經常變動率」，意即每一政黨所獲席次與選

票的比例應相稱。 

10、對任何特定的種族團體而言，其所得票數與席次之間應有比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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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都有當選機會。 

12、每一選民所投的票對選舉結果應具有相同的影響力。 

13、每一位選民的票儘可能的被運用到，而儘可能不要產生浪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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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應該有相等數目的代表替相等數目的選民做服務的工作。 

16、大多數的選民應該可以透過其代表控制立法結果，而少數的選民

不應該選舉出大多數的代表，此即基本的多數原則。 

上述 16 項選區劃分在執行上應考慮之標準，其中，平等代表的

標準最普遍，平等精神亦是民主國家政治運作的基本追求，為求達到

選舉中票票等值
2
的理想，所以各國選區劃分中這項標準也常被運

用；但是要做到人口完全的平等是不太可能的，如果要做到像數學上

的平等則勢必無法兼顧選區的完整性，某種程度是會對原有的行政區

劃造成割裂的，所以在選區劃分時亦不可拘泥每一項標準，否則以美

國的例子，因為過於追求達到人口上之平均，導致因劃分不當而產生

 
2票票等值的意義主要指：在單選區中，每一個選區的公民數目應儘量相等；在複選區中，所有

的代表及公民數目之間應具有比例性等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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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某一個人或政黨得到好處的gerrymandering
3
式的選區劃分後果

（游清鑫，1996：6）。 

不過 Lijphart 歸納的 16 項標準確實過多，雖然他所提的每個標

準背後都有其代表的重要政治價值，考量的面向亦各有不同，但事實

上要考慮到這麼多的因素，有時反而是會增加選區劃分工作執行的難

度，因為過細的標準要每個都兼顧是不太可能的；再加上 Lijphart

的選區劃分的標準之間亦有彼此相互矛盾之處，就這點 Lijphart 本

人亦有歸納這些標準的矛盾之處，他共指出有四類之衝突（沈靜倫，

2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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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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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1 之矛盾。 

3. 政黨之間的公平性與競爭性之間的衝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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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若依 Lijphart 的想法而刻意將這些不同的價值作聯結，忽

略這些標準本身所隱含價值的衝突處，而希望提出一個同時符合各項

標準的選區劃分的想法，基本上是困難的。以 Lijphart 的全部標準

作為進行選區劃分執行的依據，反而徒增執行的難度。 

基於此，遂有 Cain 提出選區劃分三個標準之出現，主要是針對

Lijphart 的 16 項標準作修正，Cain 採取大方向的原則作為標準，

所以他考量的標準的重要性是因對象不同而有不同的安排，他認為不

 
3 又名為不公正的劃分選區。此名詞源自於 1812 年美國麻薩諸塞州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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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所屬的共和黨獲得較多當選席次，造

成選區劃分形狀奇怪。由於其中有個選區形狀像隻蠑螈(Salamander)，於是將州長名字與蠑螈合

組成此一新字。其後人們對此類只求勝選，任意調整選區的作法，皆稱之為Gerry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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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標準應該要用不同因素來考量，才能兼顧每項劃分標準的重要

性，因此在選區劃分時應把握大原則做為考量之基準。根據 Bruce E. 

Cain 提出的三標準（游清鑫，1990：32）來看： 

1、對所採用的劃分標準中所隱含的價值應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2、這些標準之間不應彼此衝突 

3、當這些標準產生衝突時，應該對其各自的重要性排出一個順序

（ordering），或加強其重要性，以便所有參與者都能同意。 

    Cain 考慮到了民主的基本原則，亦即任何一項規定均要來自人

民的同意始有正當性之原則。因此，執行選區劃分時除了考量方便

外，人民的認同與授權也是要顧慮之前提；此外，他也對這些標準在

行使時訂出適用順序，一旦標準間有衝突才有取捨的判斷依據在，不

至於造成執行的紊亂。故而我國選區劃分的做法，基本上是可以依

Cain 所訂的大方向為標準，再配合 Lijphart 一些適用的標準輔以進

行，應該就能減少執行上的問題，更進而可尋求出一套屬於我國的選

區劃分原則。 

 

第二節 選區劃分相關理論與概念探討 

 

   選舉區的規劃問題在學理上並無一專門的理論體系，因此，欲了

解其涵意必須自其歷史演進及其與各種選舉制度之關係來著手（游清

鑫，1990：3）。選舉制度的內容包括：選民登記、選民與候選人資

格、選區劃分及選票計算等等，選區劃分僅是隸屬於選舉制度中之一

個制度設計，故而要討論選區劃分相關理論，主要是從選舉制度相關

之文獻上開展。西方國家對於選舉制度之討論由來已早、文獻亦豐

富，更是具有不同面向進行對選舉制度之檢討與研究，一般最常見的

即是對於選票與席位之間的比例性的討論，關於選舉制度對於政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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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是得票率與議席之間的關係，近年來的研究亦相當豐碩，如：J. 

Hogan 最早指出，比例代表制的決定要點乃在於選舉區的大小，當選

舉區越大，則會因為其應選名額越多而越能達到接近比例性的結果；

反之，選舉區越小，則會因為即其應選名額越少，使其結果將越遠離

比例性。對於選區大小會影響比例性持有相同論點的還有 Rae 與 W. 

Mackenzie 兩位學者，Rae 認為：當選區規模增加時，比例性將會逐

漸呈現一種增加的趨勢，故選舉區規模與比例關係是呈現一種正向的

曲線；W. Mackenzie 也認為當一個選舉區應選的席次數目數目越多

時越能正確反應比例性。 

選區規模為構成選舉制度要素之一，上述幾位學者均將選舉制度

產生的影響化約為選區規模之影響，主張選區的大小是會對選舉制度

執行造成誤差的，對於選區規模的大小與代表性之間的關係都認為是

呈現正比關係，當選區規模越大時越能反映出此區的代表性，也越能

符合民主代議之精神。 

但除了選區規模對席次之影響的研究外，國外亦有學者就不同面

向進行討論，如以選區規模作為區分選舉制度之基準以及對政黨之影

響進行分析：M. Shugart 與 R. Taagepera 在《Seats＆ Vote：The 

Effects ＆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書中指出選舉的

規模乃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將選舉制度區分為單一選區制與複數選

區制；就選區規模對於政黨生態的發展居決定性之影響，Shugart 與

Taagepera 還認為採大選舉區制的國家有助於小黨的生存，故會傾向

多黨制發展。至於，G. Sartori 則在其《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ngineering》一書中曾談及選區的大小與比例代表制之

間的關係，Sartori 認為選區越大越適合採取比例代表制，不但可以

減少政黨席位的不成比例的情形，亦有助於抑制小黨林立之現象出

現。基本上 M. Shugart、R. Taagepera 與 G. Sartori 針對選區規模

與政黨生態之結論有所不同，Sartori 認為選區越大越適合採取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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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制，有助於抑制小黨林立之現象出現；但根據實際選舉制度之經

驗歸納，結果是比較符合 Shugart 與 Taagepera 之觀點的，即選區規

模越大對於小黨之生存越有利，反之選區越小越有助於大黨之競爭。

而相關選區規模對於政黨生態之影響，本論文亦會在之後的章節加以

分析。 

選區劃分的原則與標準方面之研究目前多以 Lijphart、Cain 兩

位學者之研究為主，尤其是 Lijphart 在選區劃分上提出的 16 項標

準，雖然彼此之間仍存有矛盾與過於繁複之處，但仍不失作為目前研

究選區劃分標準的主要依據，除了針對劃分上應力求平等外，其他也

考慮到選舉區的規劃之競爭性，即應對於每個政黨都具獲得席位之機

會。至於 Cain 以延續 Lijphart 提出之標準並有新創見，對於選區劃

分主張採大方向性的標準，雖然 Cain 並沒有如 Lijphart 那樣細訂出

標準，但卻有為選區劃分之執行提供一個適用順序，即為這些標準在

行使時訂出適用順序，當執行時出現標準相互衝突有一先後的順序，

不至於造成執行的紊亂，減低執行的矛盾。 

至於國內參考文獻部份則以王業立、王大立、林繼文、隋杜卿、

游清鑫、吳東野、謝復生等多位學者之論述作為參考。其中王業立、

吳東野於制度設計的理論探討極為深入，王業立教授所著《比較選舉

制度》一書幾乎為國內研究選舉制度最重要之參考著作，書中對於民

主國家選舉制度有詳細之介紹，亦對各種選舉制度的政治影響作討

論，將選舉制度與政黨政治的關聯性進行分析，也討論選舉制度對於

候選人參選動機上、政黨策略上及選民投票行為等之影響。此外，王

業立亦對我國立委選舉制度改革上有相當多之探討，對於我國採單一

選區之選區劃分方式之選擇有所建議，認為採用德國式的「聯立制」

可以降低區域選區在進行選區重劃時，所可能衍生各種弊端的嚴重性

（王業立，1998：154）。另外，吳東野則亦有作選舉制度上之相關

討論，從我國現有立委選舉制度到單一選區兩票制之制度上均有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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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與討論，並以研究德國與日本制度上之差異與優劣著稱。至於謝復

生學者則主要在選舉制度所造成的影響方面進行研究，他對於選舉制

度影響政黨數目之多寡以及得票率和席次之關係上均有深入之研

究，在〈選舉制度與政治風氣〉一文中提出，由比例代表性就可推斷

出各類選舉制度對於政黨數字多寡之可能影響，指出在單一選區制

（尤其是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下），政黨的數目通常趨於二，即易

於產生兩黨制之看法。 

至於我國實施「單一選區兩票制」的選舉結果及其相關的政治影

響方面的研究，則以林繼文、隋杜卿、蔡學儀等幾位學者為代表。林

繼文對於單一選區兩票制有清楚之界定，所謂的單一選區須符合：全

國被劃分成若干單一議席選區與比例代表選區；選民同時在單一議席

選區及比例代表選區各投一票；國會議席的分配，必須同時考慮單一

選區與比例區的投票結果（林繼文，1996：95）。此外亦對選舉制度

進行評比，並模擬我國實施單一選區兩票制對政黨及候選人之衝擊。 

隋杜卿則是主張選舉制度與選區劃分應以公平為優先考量的價

值，認為選舉制度若能夠公平反映政黨實力所代表的民意基礎時，則

就有助於泛藍勢力之整合；此外，並提出我國國會改革應注意聯立制

的優點多於並立制、當選門檻應採取低門檻之做法較有利於小黨，以

及對於單一選區的當選標準上，建議採用絕對多數當選制。而蔡學儀

亦以各國單一選區的實施經驗作為台灣實施之參考，主張單一選區兩

票制在台灣的實施應在席次分配上有所限制，如參考德國設有 5％之

門檻限制；除此之外還認為必須對重複登記的比例加以限制。大致上

對於單一選區兩票制之實施有一些建議，認為應多參考國外經驗的，

就新制度實施前的選區劃分工作應重視公正性外，對於新制度實施

後，所會產生的政黨代表性問題亦有所建議，認為政黨代表性問題應

在新制度實施中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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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單一選區的選區劃分與選舉競爭方面的研究則是以王大

立、謝相慶、陳華昇、游清鑫、江大樹等學者為主。主要於就單一選

區劃分的標準之介紹、執行的機構以及該如何規劃有所分析與討論，

多主張另設置獨立委員會來執行選區之劃分，並且在執行上應該遵從

代表性、公平性及完整性等標準。此外，亦重視立委席次之數目，對

於立委席次究竟應為多少才是最合理提出建議，如謝相慶對於立委席

次數之看法則提出 Shugart 與 Taagepera 的觀點，認為一國國會主要

議員的最適當規模約略等於其活躍人口的兩倍再開立方，其中活躍人

口為總人口數與識字率、工作年齡人口比率的乘積： 

 

 

              

 

（S＝國會議員 P＝活躍人口） 

Shugart 與 Taagepera 認為這樣算出的國會議員人數最為適當，

是最有效率的議會規模。而謝相慶亦建議我國國會議員人數亦依據此

來計算得出的人數將更為符合期待。至於陳華昇與涂志堅在＜單一選

區制立委選區重劃問題之分析＞一文中曾提及，台北市立委席次應為

12 席左右為合理之範圍。以上均是重視議員人數與代表性之間的關

係。 

第三節  選區劃分之執行與監督 

 

選區劃分主要之重要性在於如何通過合理的劃分選區，進而使選

舉產生代表更具廣泛的代表性，故不論該國的社會性質為何，任何行

使民主制的國家，選區劃分都應是選舉中重要的一環。當然選區劃分

的方法是受到許多因素所影響，如歷史傳統、風俗民情、地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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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數量、政治黨派鬥爭等，且因各國情況而有所差異。不過一般而

言，參考西方國家選區劃分的做法，選區劃分的依據通常有兩種方式

（游清鑫，1996：5）： 

一、以地理位置為主之地域代表性：大多數實行地域代表制的國家都

強調以自然疆界來劃分選區，即按照地理或行政區劃來劃分選區，根

據某一特定選區的面積、形狀為考量做劃分。因此，這類劃分經常依

據行政區域的分布而產生。大多數的國家都是採用以地域代表制
4
，

且為了確保選區代表之代表性，故強調根據人口的變化在區劃上作變

更，定期的實施人口普查作為選區重劃的依據。 

二、以人的特性為標準：以職業、種族，甚至是性別等人口上之特性

來決定代表的產生。此種代表不以行政區域的界線或是人口數目的多

寡為主要依據，一般用來保障弱團體在政治過程中的代表權，以我國

為例，根據民國 94 年 06 月 10 日 修正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即是對於原住民名額的保障，且全國不分區立委中亦有對婦女名額之

保障。以人為主的選區劃分，勢必面臨一個主要問題那就是人口規模

與人口數之差異，這牽涉了選區規模與代表名額之間的關係。事實

上，選區的劃分是因代表名額的決定而建立的；選區疆界常因代表名

額改變來做調整，代表名額亦會依據選區疆界的變動而變動，因此，

兩者之間是互相產生牽動的。在劃分選區時若完全依照人口數規模一

致的原則，雖然能夠符合票票等值的理想，但要做到人口數完全的均

等是有困難的，因為會對行政區完整性造成破壞反而違背了選區劃分

之標準，故目前各國在選區做法上，是同意選區間人口有合理差異性

的情形存在。 

在這一節中將會對於選區劃分之機關及對其之監督上作討論，除

了討論選區劃分執行方式之分類，以及介紹其他國家在選區調整上的
 

4有些國家選區的劃分與行政區劃是一致的，選區因而隨著行政區適時作變更，有些國家選區劃

分與行政區則是不同的，因此，兩者自然互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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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最後，還會就選區劃分是否監督與應如何監督等問題有一些建

議。 

壹．選區劃分的執行 

民主先進國家對於選區的劃分，一般都由超黨派機構執行，主要

目的在於避免爭議產生。至於針對選區劃分該由誰來執行是重點所

在，選區劃分影響政治利益至鉅這是造成其運作備受注目的原因，因

此不論以何種方式來實施，都要避免獨對某些團體或個人有利的政治

效果，才是最佳的方式。一般而言，選區劃分依其執行方式分有四類：

（游清鑫，1996：6-7） 

一、中立性的非黨派組織來進行：主要由非黨派成員組成，分配代表

配額及選區劃分後，再交付議會立法完成。以英國的選區疆界委員會

為例，為一永久性的機構，主要任務為定期提出選區之重劃。主要成

員除了主席是具議員身分外其他成員均來自司法、行政等之優秀人

才。 

二、由議會所組成的委員會來進行：此一方式不可避免的是以議會中

各黨派的代表為組成的成員，與前項非黨派委員會最大的差異點在於

由議員來執行劃分工作，可能會產生有利於他們本身的劃分結果，這

結果將使得參與劃分的議員，將可持續維護其政治上之利益。但是採

用此種方式之目的，並非是在希望減低不公平的劃分情況出現，而是

希望經由各個政治勢力之間的協調與溝通，訂出一套各方所共同接受

的方案，美國選區的重劃方式大都屬此類型。 

三、由混合型委員會執行：將選區劃分部份由政黨成員，部份由非政

黨成員所組成的混合型委員會來實施，參與的人員主要包括政黨成

員、議會代表及專業人士，如加州在 1982 年的選區劃分即屬此類。  

四、在劃分前先設定各種政治規則，來規範選區劃分的方式：如以政

黨所得選票與席次的比例性作依據標準時，劃分選區的時候則以達到

此種比例性為目標，並不偏袒任一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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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四種方式均有其優劣之處，以下分別進行討論：以第一種

非黨派組成的委員會來看，目的雖以設置一中立的行政機關以排除政

黨的干預，減少爭議的產生。但就效果來看，這種方式無法有效降低

選區劃分帶來的政治效果，因為劃分的委員會主席仍具有議員身分，

故在進行劃分還是會產生偏袒本黨的做法出現，而且對於小黨之保障

也可能常常忽視，尤其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下，這種選區劃分方式

仍然無法避免會對大黨在選票與席次上較具優勢。至於第二種方式則

是最引發爭議的方式，原因有二：一方面由於選區劃分由現任議員參

與執行，很容易造成他們以自身現存政治勢力作考量，為自己創造出

安全選區，保障自己的連任；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這種做法會壓制新人

的出現的機率，導致影響選舉的公正性。第三種方式，採取由混合的

委員來執行，但此考量還是有政黨力量的涉入，因此，仍舊要顧慮會

引發公正性與否的爭議。最後，第四種方式，則是以另定新的標準作

為劃分依據，這種方式相較其他是比較中立又公正性的，但是如何制

定出大家都滿意的規則，則可能又會引發一些紛爭。 

討論完西方國家關於選區劃分委員會執行的類型後，以下進行對

於我國選區劃分委員會組成進行討論，究竟我國選區劃分由中選會來

執行恰當與否，若不妥有何建議；亦或是選區劃分工作應交由其他機

構來執行將會更適宜。本論文整理相關之看法如下： 

一、採政黨比例以符合中立性原則：選區劃分委員會應由各政黨，

依政黨立法院立法委員席次比例進行推薦，行政院長依推薦進行提

名，送交立法院同意任命。 

二、設置專責選區劃分機構執行，以落實責任：可以設置一個專門性

的委員會或其他機構並且通過專法進行規範，明確規定立法委員選區

劃分的規範、選區劃分委員會的設置以及運作等條文。雖然目前我國

仍是由中選會來負責執行，但此亦未失為一個好建議，可作為日後修

正之參考。 



 
   第二章 選區劃分相關理論與概念探討 31 

 

三、選區劃分小組應有其專業度，故應以學者專家組成為主，由

他們提出具有中立立場的選區劃分建議方案，透過討論，亦可提

供我國選區劃分學理性之基礎，奠定選區劃分之運作系統。 

四、另設獨立性選區劃分的監督機關：主要是為了與中選會權責作區

隔，落實監督以確保選區劃分工作執行公正。自從第 11 屆總統大選

過後，中選會相繼而來的爭議，使得人民對中選會立場普遍存有疑

慮，而選區劃分的工作又是由中選會執行，因此，建議可以另外設立

獨立的委員會負責監督之工作，且賦予此機構有獨立監督的權限不

受干預的地位，以有效監督中選會選區劃分之進行，力求選區劃

分之公正精神落實。 

選區劃分委員會之任務除了公平的劃分選區外，還有一項任

務即是定期對選區進行調整。一般情況選區的劃分隨著時間的變

遷，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加上人口的流動，造成選區比例代表性

的變化。因此，因應人口變動而進行調整，有助於選區代表性之維護。

但是，選區劃分並不是一件小工程，由於牽動層面廣，因此也不宜頻

繁調整變動。一般國家在選區重劃上的做法不盡相同，如：美國、日

本、加拿大等國均規定每十年進行一次選區調整；英國方面則是每八

至十二年進行選區之調整；德國則是每四年一次。至於劃分的依據各

國做法均相同均依全國人口調查之結果進行。以其他國家的做法通常

是以每十年進行調整；我國選區劃分應可參照，由選區劃分委員會定

期檢討實際情況後，做必要的調整。表二為各國選區調整進行時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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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國選區劃分機構和調整時距表 

國名 執行機構 調整時距 

澳洲 獨立中立委員會 每七年 

加拿大 獨立中立委員會 每七年 

法國 內政部 無規定 

德國 獨立中立委員會 每四年 

日本 獨立中立委員會 每十年 

紐西蘭 獨立中立委員會 每五年 

英國 獨立中立委員會 每十二年 

美國 州立法機構 每十年 

資料來源：沈靜倫《單一選區兩票制之適用性探討》與國科會＜單一選區劃分之

理論與模擬＞研究報告。 

 

貳．選區劃分之監督 

鑒於選區劃分的困難性與政治影響性，我們對於選區劃分執行機

構之監督亦應重視與完備，除了基於維護我們自身的利益外，更是身

為國民義務之履行，選區劃分的重要性來自於其執行困難與具有直接

之政治影響力，故不得不事先討論。而具體的運作方式，建議如下：  

一、須經由國會同意：立法委員選區劃分委員會提出選區劃分建

議方案，並向立法院提出「選區劃分草案」，由立法院審議決定

是否同意。立委選區劃分委員會之委員須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且

選區規劃案亦須經立法院同意。但立法院對於選區規劃報告，只能全

案接受或全案否決，無權作部分更改或修正，以免干預選區劃分委員

會權力之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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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只能扮演輔導角色：為避免行政權不當干預選區之運作，影

響了選區劃分的公正性，行政機關只能居被動地位，作為提供資料的

立場。如：提供人口分佈與變動之調查，以及歷史演變、地理環境及

地方交通條件等相關因素之資訊，供選區劃分執行時之依據。故而政

府主要是以提供相關資料、意見諮詢及其他相關之協助地位。 

三、司法救濟制度的建立：選區劃分方案確立後，若行使過程中

產生爭議，則應有司法訴訟的程序，透過各級法院、或是大法官

會議來仲裁，確立在司法上的保障。至於法制之訂定內容則可參

照或引用英美日等國相關法律。 

 

第四節  小結 

 

單一選區的選區劃分因為涉及高度的政治利益造成其執行之難

度，選區劃分雖只是選舉制度中的構成要素之一，但卻會因其實施的

結果而造成選舉結果及政黨生態不小之影響，因此選區劃分的制度本

身若存有偏差或缺失，對選舉結果的衝擊無法估計，甚至進而對國家

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損害，故不得不重視。 

但基本上，援引國外在選區劃分的做法及理論，目的是減少實施

的風險，有了國外的經驗作為參考，對於我國選區劃分的執行的衝擊

應該會減低不少。不過，我們必須要先體認，國外的選區劃分僅可作

為我國進行選劃分的參考，因為我國的民情與選舉文化與其他國家並

不相同，故而於應用上我們是應該考慮國情的差異性，在選區劃分上

尋求一個對於我國之選區劃分上相對適合之做法。以西方國家的做

法，選區劃分多以設專責且獨立的委員會來執行，除了考慮選舉的公

正性外，還是一種對民主政治的尊重態度；基於此，我國在執行選區

劃分時，應仿效西方的做法並加以適度之修正，盡量避免有個人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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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利益之考量介入劃分工作，政治因素的介入將會使選區劃分難以控

制。故在劃分上需要中謹慎執行以減低選區劃分過程中將可產生的爭

議，以真正致力於我國政治改革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