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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北市單一選區劃分之運作 

 

台北市一直以來均因為其文化上之多元、教育及各類資源之豐

富、資訊流通之快速，加上因為商業繁榮以及便捷的交通等因素，得

以一直居於台灣的發展龍頭地位。台北市之發展早在清乾隆年間，因

為萬華（當時稱為艋舺）一帶的商業繁榮而成為重要的政治、軍事、

商業中心，之後清朝在台灣建省後計畫性的建設台北，不僅修築鐵

路、開通街道、設立學堂，將台北規劃為行政區進而奠定了台北市日

後的發展基礎。民國 38 年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接續在台灣實

施縣市地方自治，使得台北市得以成立地方議會並舉辦選舉，亦奠定

了台北市民主政治之基礎。經過一連串的建設，台北市成為全台政

治、軍事、文化、經濟中心，並號稱為我國的首善之區。而在民國

56 年 7 月台北市升格為直轄市後，更加確立其成為我國政經中心不

可動搖的地位。 

在本章第一節首先就台北市行政區及劃分之沿革加以介紹，希望

了解行政區劃的演變及其對選區的劃分有無牽動；第二節則是對目前

公佈之台北市單一選區劃分草案說明；至於第三節部分則為檢視劃分

草案之規劃周全與否，是否有改進的空間，並進一步討論此劃分案的

適用性。 

 

第一節 台北市行政區劃與選區劃分 

 

台北市位於台灣北部的台北盆地，四周與台北縣交界，為中華民

國中央政府所在之地，也是台灣最大城市。一般而言，台北市的範圍

是指台北市 12 區，要討論台北市的選區劃分應以台北市的行政區劃

為參考，但在進行台北市行政區介紹之前，文章首先將就透過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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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 個行政區來進行介紹與分析，接著分析台北市的選區劃分草案

以及將會帶來哪些影響。 

壹．台北市行政區劃 

台北市自清朝時期就一直為台灣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1875

年在台北設府，將台北盆地屬於台北府淡水縣，但並未明文設置台北

市。1920 年行政區域改革，以艋舺、大稻埕、城內三市街為基礎，

設立台北市，隸屬於台北州。1938 年松山併入台北市。1945 年國府

接收台灣後，明定台北市成為省轄市，隸屬於台灣省，同年 10 月成

立市政府並劃為 10 個行政區
1
；之後由於台北市地位益形重要，遂於

1967 年改制為「院轄市」，直接隸屬行政院管轄（台北市政府，2004：

14），並併入市郊的景美、木柵，南港、內湖、士林、北投等 6 鄉鎮，

共有 16 個行政區。1990 年台北市行政區域又進行一次調整，將原本

的 16 個行政區又重劃為 12 個，合併龍山區、雙園區及古亭區西側為

萬華區，合併城中區、古亭區為中正區，合併景美區、木柵區為文山

區，將建成區、延平區併入大同區，將松山區南半分割為新設置的信

義區。現今台北市的轄區範圍，極東為南港區大豐里，極西為北投區

關渡里，極南為文山區指南里，極北為北投區湖田里。而這次的劃分

一直沿用至今，所以目前台北市有 12 個行政區，分別如下： 

一、中正區：位於台北市西南側，北接大同區、中山區，東為大安區，

西為萬華區，南則接文山區。1990 年將城中區與古亭區進行合併，

並取名為中正區（會取為此名主要為紀念蔣中正，加上此區設有中正

紀念堂而因有此名）。目前中正區面積為 7.61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

為 159,609 人，里數為 31 個。 

二、萬華區：萬華區舊稱艋舺，是台北最早發展的區域，位於台北市

西南側，北接大同區，東為中正區，西隔河與台北縣板橋市相連，南

 
1 10 個行政區即指松山、中山、大安、古亭、城中、建成、延平、大同、龍山及雙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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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接永和市。此區面積為 8.85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為 199,569 人，

里數為 36 個。 

三、大同區：大同區位於台北市西邊，西與台北縣三重市隔河相望，

北鄰士林區，東鄰中山區，南接萬華區與中正區。面積為 5.68 平方

公里，居民人數為 129,270 人，里數為 25 個。 

四、中山區：中山區為於台北市市中心，北接士林區，東鄰松山、內

湖區，西為大同區，南接大安區與中正區，面積為 13.6821 平方公里，

居民人數為 216,983 人，里數為 42 個。 

五、松山區：位於台北市市中心，西面及北面為中山區，東面為內湖

區，南接大安區與信義區。民國三十五年台灣光復時，松山區轄有

26 平方公里，面積 20.7474 平方公里，人口 22000 餘人。1990 年台

北市行政區重劃，劃出南半部設立信義區。民國 1994 年 5 月，因基

隆河整治工程，將河道南移，重新調整區界，將此地區的舊宗、金泰

兩里分別併入內湖、中山區，調整後松山區現有 33 里，面積共有 9.29

平方公里，人囗約 216,983 人。 

六、大安區：位於台北市市中心，北接中山、松山區，東為信義區，

西為中正區，南鄰文山區。大安區面積為 11.36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

為 312,956 人，里數為 53 個。 

七、信義區：位於台北市市中心，北接松山區，東面為南港區，西面

為大安區，南接文山區。信義區是目前台北市的市政中心（台北市政

府、台北市議會皆位於此區）及商業區，信義區面積為 11.21 平方公

里，居民人數為 233,900 人，里數為 41 個。 

八、內湖區：位於台北市東北角，北接士林區，東鄰台北縣汐止市，

西邊為松山區與中山區，南接南港區。1967 年，台北市升格為院轄

市，併入台北市，內湖區現為一新開發地區，目前內湖區面積為 31.58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為 260,148 人，里數為 3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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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南港區：位於台北市東側。與台北縣汐止市接壤。南港區面積為

21.84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為 112,932 人，里數為 19 個。 

十、士林區：位於台北市北方，北接北投區、台北縣金山鄉、萬里鄉，

東面為汐止市，南接大同、中山、松山、內湖四區。1949 年時與北

投區合併，隸於草山管理局。1967 年台北市升格院轄市時才併入，

成為士林區。士林區現在面積約為 62.37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為

288,659 人，里數為 51 個。 

十一、北投區：位於台北市最北方，與台北縣淡水鎮及金山鄉接壤，

1967 年台北市升格時才併入。北投區面積為 56.82 平方公里，居民

人數為 248,999 人，里數為 42 個。 

十二、文山區：位於台北市最南方，與台北縣新店市接壤為一多山地

形。文山區面積為 31.51 平方公里，居民人數為 257,042 人，里數為

39 個。 

貳．台北市目前選區之劃分 

我國選區劃分，主要是以地理位置為標準並兼顧人口數特性之標

準，除此之外還有原住民選區之設置保障出現。至於我國立法委員選

舉中選舉區上的劃分，依根據我國於 95 年 5 月新修改的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三章第四節中的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立法委員由省(市)

選出者，以其行政區域為選舉區，並得在其行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因此，依照台北市的行政區域為藍圖來進行單一選區之劃分，主要的

做法即是依循行政區的劃分來作為選區之劃分。至於原住民選區之規

定則在第 41 條第一項：「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由山胞選出者，

以山胞為選舉區，並得劃分為平地山胞、山地山胞選舉區。」此外，

有關選區劃分之執行與變更則規定在第 42 條：「立法委員之選舉區，

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劃分之；並應於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但選舉區

有所變更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一年前先行發布

之。前項選舉區，應斟酌行政區域、人口分布、地理環境、交通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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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選出名額劃分之。」其中第 42 條第 1項立法委員選舉區之變更，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立法委員任期屆滿一年八個月前，將選舉區變更

案送經立法院同意後發布。立法院對於前項選舉區變更案，應以直轄

市、縣（市）為單位行使同意或否決。如果被否決，中選會將就否決

的直轄市、縣（市），參照立法院各黨團意見修正選舉區變更案後，

於否決日起三十日內重行提出。立法院則必須在立法委員任期屆滿一

年一個月前，對選舉區變更案完成同意，如果不能在期限內完成同

意，則應由行政、立法兩院院長進行協商解決。 

綜觀上述對於選區劃分的法規，我國選區與行政區基本上是一致

的，地方選區的劃分主要參考地方行政區之做法。故台北市目前的選

區主要劃分亦劃為 2 個大選區，之中包含 12 個行政區，由北到南分

別為：北投、士林、內湖、松山、中山、大同、南港、信義、大安、

中正、萬華及文山區，劃分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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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台北市複數選區制之選區劃分圖 

資料來源：中選會網站 

 



 
   第四章 台北市單一選區劃分之運作 75 

 

以下則略微歸納台北市 12 個行政區的面積、總人口數、里數及

次分區數目，這四個因素亦為選區劃分時重要之考量，因此略為歸納

制表以便對台北市之了解，歸納比較如下表： 

表 4-1  台北市各行政區之分配表 

行政區 面積 

(平方公里) 

總人口數 

(萬) 

里數目 

(個) 

次分區 

(個) 

文山 31.5090 25.8230 39 5 

大安 11.3614 31.2307 53 7 

萬華 8.8522 19.6178 36 6 

中正 7.6071 15.9609 31 6 

大同 5.6815 12.9270 25 4 

中山 13.6821 21.6983 42 7 

信義 11.21 23.0628 41 5 

松山 9.29 20.7807 33 4 

南港 21.84 11.2857 19 4 

內湖 31.58 26.1061 37 6 

士林 62.37 28.7713 51 7 

北投 56.82 24.7993 42 7 

資料來源：中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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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北市單一選區劃分草案檢視 

 

要進行台北市的選區重劃，最主要的焦點在於如何適當的區劃現

行的複數選區為單一選區。在複數選區下，每個選區可以分配的席次

不只一人；但修憲實施單一選區後，選區規模的縮小，當選名額變為

一人，此變動將對現行政治形成兩個衝擊：第一個衝擊即是降低了候

選人的當選機率，此舉亦連帶造成政黨勢力之消長，這衝擊對於小黨

將更明顯，無疑壓縮小黨生存的空間。至於另一衝擊則是區域名額的

重新分配。第二點亦是造成單一選區甚為社會大眾所重視的原因，以

台北市為例，採複數選區制度時共分配有 20 個席次，主要將 12 行政

區劃分為南北兩區，北區主要包含北投、士林、內湖、南港、松山、

信義等 6 個行政區，應選席次有 10 席；南區則包括中山、大同、中

正、萬華、大安、文山等，應選席次一樣為 10 席，因此，複數選區

制度下台北市應選共有 20 席，其中還包含婦女保障名額的 2 席。實

施單一選區後，加以立委席次之減半，因此台北市的應選名額減至 8

席，這代表現任 20 名立委將有一半以上將落選，所以基於對個人政

治生命的延續及政黨勢力的維護，選區劃分成為每個立委、政黨角力

的主戰場，因此選區劃分之公正性是減少爭議的首要原則。 

採單一選區制後，中選會計畫將打破原先台北市南北兩選舉區，

將對台北市 12 個行政區進行重劃，劃為 8 個選舉區。而本文在劃分

台北市之選區，基本上是依循中選會之原則以各區的人口數為劃分依

據，並且兼顧維持各個行政區的最大完整性等的考量下進行，劃分的

最小單位則是以里為基準，因為顧及行政區的完整，雖以里為考量但

劃分上還是以次分區
2
為最小劃分單位。而我國各縣市選區劃分案已

 
2「次分區」是台北市政府民政局在民國 89 年爲加強區里行政管理，整合地區資源，將行政區內

之各相鄰之里，具有地縁、地勢ㄧ體、或人文歷史相同、或經濟產業相近、亦或是文化宗教信仰

有共同性者，這些生活圈相近之里，連結成一個區塊，稱之為次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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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地送交中選會做最後決議，以台北市為例，中選會將台北市地方

選委會所提的劃分案略為變更後提交至立法院等待決議，通過後即可

加以執行。以下就當前中選會提出之選區劃分草案與台北市選委會所

上呈的選區劃分草案進行比較與分析，比較兩會對於台北市八個選區

劃分草案內容有何優劣與差異。 

壹．台北市選委會提出之劃分草案 

一、第一選區：將原本的北投區併入士林區的 13 里重劃為一區，人

數約為 33 萬人。士林區部分的 13 里為： 

（一）天母次分區：天母里、三玉里、天福里、天祿里、天壽里、天

山里、天合里、天玉里。 

（二）蘭雅次分區：德行里、德華里、忠誠里、蘭雅里、蘭興里等。 

二、第二選區：將大同區全部加入士林區剩餘的 38 里劃為一區，人

數約為 32 萬人。士林區的 38 里主要為： 

（一）街上次分區：仁勇里、義信里、福林里、福德里、福志里、舊

佳里、福佳里。 

（二）後港次分區：後港里、福中里、前港里、百齡里、承德里、福

華里、明勝里、福順里、富光里、葫蘆里、葫東里。 

（三）社子次分區：社子里、社新里、社園里、永倫里、福安里、富

洲里。 

（四）芝山岩次分區：岩山里、名山里、聖山里、芝山里、東山里、

永福里、公館里、新安里。 

（五）陽明次分區：陽明里、菁山里、平等里、溪山里、翠山里、臨

溪里。 

三、第三選區：主要將內湖區全部和南港區 11 里劃分為一區，人數

約為 32 萬人。其中南港區的 11 里包括： 

（一）三重次分區：南港里、中南里、新富里、三重里。 

（二）新庄子次分區：東新里、西新里、東明里、新光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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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研次分區：舊莊里、中研里、九如里。 

四、第四選區：中山區全部及松山區 20 里劃分為一區，人數約為 34

萬人。松山區的 20 里分別為： 

（一）東社次分區：精忠里、東光里、龍田里、東昌里、東勢里、中

華里、民有里、民福里、松基里。 

（二）三民次分區：莊敬里、東榮里、新益里、新東里、介壽里、三

民里、富錦里、富泰里。 

（三）本鎮次分區：自強里、鵬程里、安平里。 

五、第五選區：包括信義區全部、松山區 13 里及南港區的 8 里劃成

一區，人數約為 35 萬人。松山區的 13 里如下： 

（一）本鎮次分區：慈祐里、吉祥里、新聚里、復盛里。 

（二）中崙次分區：中正里、中崙里、美仁里、吉仁里、敦化里、復

源里、復建里、復勢里、福成里。 

至於南港區 8 里為： 

（三）後山坡次分區：玉成里、合成里、聯成里、萬福里、鴻福里、

成福里、百福里、仁福里。 

六、第六選區：為大安區全部，人數約為 31 萬人。 

七、第七選區：包括萬華區全部及中正區 21 里劃一區，人數約為 30

萬人。中正區的 21 里分別為： 

（一）南門次分區：南門里、新營里、龍福里、南福里、愛國里。 

（二）崁頂次分區：廈安里、忠勤里、永功里、永昌里、龍興里、龍

光里。 

（三）城內次分區：黎明里、光復里、建國里。 

（四）東門次分區：東門里、幸福里、梅花里、幸市里、文北里、文

祥里、三愛里。 

八、第八選區：為文山區全部及中正區 10 里劃成一區，人數約為 30

萬人。中正區的 10 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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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館次分區：水源里、富水里、文盛里、林興里。 

（二）古亭次分區：河堤里、螢圃里、網溪里、板溪里、頂東里、螢

雪里。 

根據上述台北市選委會所提之選區劃分草案（如表 4-2），論文

進行台北市選區劃分圖之試畫，得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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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北市選委會提出之第 7 屆立法委員台北市選舉區劃分表 

應選名額：8人總人口數：2604914 人平均人口數：325614 人 

選舉區別 行政區範圍 人口數 與平均口數差

距 

1 北投區及士林區天母次分區 8里與

蘭雅次分區 5里等計 13 里組成。

334,363 8749（2.69%）

2 士林區街上次分區 7里，及後港次

分區，與社子次分區和芝山岩次分

區，暨陽明次分區等 38 里及大同區

全部組成。 

325,598 -16 

3 內湖區全部及南港區三重次分區 4

里、與新庄子次分區 4里及中研次

分區 3里等共 11 里組成。 

327,039 1425（0.44%）

4 中山區全部及松山區東社次分區之

9里、與三民次分區之 8里、本鎮

次分區之 3里（自強里、鵬程里、

安平里）等計 20 里組成。 

345,086 19472（5.98%）

5 信義區全部、松山區本鎮次分區之

4里（慈祐里、吉祥里、新聚里、

復盛里），與中崙次分區 9里和南

港區後山坡次分區 8里組成等共計

21 里組成。 

352,939 27325（8.39%）

6 大安區全部 311,626 -13988（-4.3%）

7 萬華區全部及中正區南門次分區之

5里、與崁頂次分區 6里、和城內

次分區 3里、暨東門次分區 7里等

計 21 里組成。 

307,963 -17651

（-5.42%） 

8 文山區全部及中正區公館次分區 4

里、與古亭次分區 6里等計 10 里組

成。 

300,300 -25314

（-7.77%） 

資料來源：台北市選舉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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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台北市選委會選區劃分草案劃分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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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北市選委會為求提案之完備，因而在草案中多加註一備

案，希望提至中選會時若草案不為接纳時，還能有另一個選擇，但基

本上備案僅是個參考，大致上還是以草案為主。以下略為介紹備案不

適用之原因：但備案之所以不被考慮，主要是因為重劃後受影響的行

政區較多，相較於草案的劃法只有三個行政區被打破是較不利於行政

區完整性之維持的，且備案中合併之區里，文化背景、生活型態之差

異比起草案更加不符合預期，加上交通動線上亦不理想，因此，備案

的被接受的程度不高。另外，由於備案的劃分打破了原有的內湖、南

港，松山、信義等地方之市議員選舉區範圍，如此將加重選舉執行時

之混亂，如選民對區域的認同之混亂，候選人在從事競選活動時，亦

增加其困難度。而若就人口數均等此因素之考量，萬華區與中正區的

15 個里合併後，人口數與平均人口數相差達 15%以上，超過標準值會

引發票票不等值之爭議。綜觀上述幾因素，備案納為中選會考量之可

能性應該不高，故在此不多做敘述，相關內容將於論文之附錄做補充。 

貳．中選會提出之草案 

一、第一選區：將原本的北投區併入士林區的 13 里重劃為一區，人

數約為 33 萬人。士林區部分的 13 里為： 

（一）天母次分區：天母里、三玉里、天福里、天祿里、天壽里、天

山里、天合里、天玉里。 

（二）蘭雅次分區：德行里、德華里、忠誠里、蘭雅里、蘭興里等。 

二、第二選區：將大同區全部加入士林區剩餘的 38 里劃為一區，人

數約為 32 萬人。士林區的 38 里主要為： 

（一）街上次分區：仁勇里、義信里、福林里、福德里、福志里、舊

佳里、福佳里。 

（二）後港次分區：後港里、福中里、前港里、百齡里、承德里、福

華里、明勝里、福順里、富光里、葫蘆里、葫東里。 

（三）社子次分區：社子里、社新里、社園里、永倫里、福安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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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里。 

（四）芝山岩次分區：岩山里、名山里、聖山里、芝山里、東山里、

永福里、公館里、新安里。 

（五）陽明次分區：陽明里、菁山里、平等里、溪山里、翠山里、臨

溪里。 

三、第三選區：主要將中山區全部和松山區 20 里里劃分為一區，人

數約為 34 萬人。其中松山區的 20 里包括： 

（一）東社次分區：精忠里、東光里、龍田里、東昌里、東勢里、中

華里、民有里、民福里、松基里。 

（二）三民次分區：莊敬里、東榮里、新益里、新東里、介壽里、三

民里、富錦里、富泰里。 

（三）本鎮次分區：自強里、鵬程里、安平里。 

四、第四選區：內湖區、南港區兩區，人數約為 37 萬人。 

五、第五選區：包括萬華區全區與中正區的 21 里，人數約為 30 萬人。

中正區的 21 里如下： 

（一）南門次分區：南門里、新營里、龍福里、南福里、愛國里。 

（二）崁頂次分區：廈安里、忠勤里、永功里、永昌里、龍興里、龍

光里。 

（三）東門次分區：東門里、幸福里、梅花里、幸市里、文北里、文

祥里、三愛里。 

（四）城內次分區：黎明里、光復里、建國里。 

六、第六選區：為大安區全部，人數約為 31 萬人。 

七、第七選區：包括信義區全區與松山區 13 里，人數約為 30 萬人。

松山區 13 里分別為： 

（一）本鎮次分區：慈祐里、吉祥里、新聚里、復盛里。 

（二）中崙次分區：中正里、中崙里、美仁里、吉仁里、敦化里、復

源里、復建里、復勢里、福成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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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八選區：為文山區全部及中正區 10 里劃成一區，人數約為 30

萬人。中正區的 10 里有： 

（一）公館次分區：水源里、富水里、文盛里、林興里。 

（二）古亭次分區：河堤里、螢圃里、網溪里、板溪里、頂東里、螢

雪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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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中選會提出之第 7 屆立法委員台北市選舉區劃分表 

應選名額：8人，總人口數：2,604,914 人，平均人口數：325,614 人 

選舉 

區別 
行政區範圍 人口數 

與平均人 

口數差距 

1 
北投區 

士林區：天母次分區、蘭雅次分區等 13 里 
334,363 

＋8,749 

（＋2.69%）

2 

大同區 

士林區：街上次分區 7 里、後港次分區 7 里、社子

次分區 10 里、芝山岩次分區 5 里、陽明

山次分區 9里等共 38 里。 

325,598 -16 

3 

中山區 

松山區：東社次分區 9 里、三民次分區 8 里、本鎮

次分區 3里等共 20 里。 

345,086 
＋19,472（＋

5.98%） 

4 內湖區、南港區 371,665 
＋46,051 

(＋14.14%)

5 

萬華區 

中正區：南門次分區 5 里、崁頂次分區 6 里、城內

次分區 3里、東門次分區 7里等共 21 里。

307,963 
-17,651

（-5.42%）

6 大安區 311,626 
-13,988

（-4.3%）

7 

信義區 

松山區：本鎮次分區 4里、中崙次分區 9里等共 13

里。 

308,313 
-17,301

（-5.31%）

8  

文山區 

中正區：公館次分區 4里、古亭次分區 6里等共 10

里。 

300,300 
-25,314

（-7.77%）

 

資料來源：台北市選舉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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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中選會所提之台北市選區劃分草案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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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劃分草案之理由與檢視 

 

壹．劃分之理由 

一、台北市選委會劃分草案之理由如下： 

以往台北市立法委員選舉區劃分為 2個選舉區，第一選舉區人口

數約 134 萬 4 千人，選舉人數（以第 6 屆立法委員選舉之統計數為基

準）約 100 萬 3 千 7 百人，第二選舉區人口數約 127 萬人，選舉人數

約 96 萬 1 千 5 百人。但基本上兩選舉區人口數差異大，至於會有這

麼大的差異，主要是因為各行政區開發時間的不同所致，故，人數的

差異也間接造成每一行政區的選舉人數的比率明顯之差異；但是人口

數與選舉人數並非成正比的，如台北是最早開發的地區應屬萬華區，

萬華區的選舉人數僅佔總人口數之 77.91%（算法是以地區的總人口

數除以選舉人數後得出之百分比數），同屬開發早之中山區只有

77.3%，而大同區亦只有 76.31%，至於新興之地區如內湖區卻也有

71.72%左右（內湖區人口數 258510 人，選舉人數 185409 人），至於

北投區，人口數雖只有 247983 人，少內湖區 1 萬餘人，但選舉人數

卻有 185644 人，多於內湖區 2 百多人。因此，人口數多的地區，並

不見得選舉人數就相對為多，這種不同的人口結構現象，亦被北市選

委會列為選舉區劃分參考。 

    此外，人口數多寡與候選人的競爭情況並非成正比。以台北市

南、北兩選舉區候選人人數來看，一直以來就存有明顯的差距，以第

2 屆至第 6 屆的立法委員候選人人數統計，台北市北區計有 123 人參

選，南區則有 174 人參選，不過南區人口數雖較北區少，但每一屆參

選人數卻都多於北區，因此，人口數多寡與候選人的競爭情況亦非成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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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現有的 12 個行政區，各區人口數事實上並不均勻，大小

區間的人口差距甚至有 1、20 萬人之多；以台北市市議員選舉作為參

考，全市共劃分有 6 個選舉區，各選舉區間人口之差距作仍存在著。

因此，如果要將台北市均勻劃分為 8個立法委員選舉區，依據中央選

舉委員會所訂定的原則，唯有打破行政區、市議員選舉區以及原先的

立法委員南、北選舉區的範圍，才比較可能順利完成劃分。然而如果

打破行政區以里作為基本之劃分（亦即一個區內有兩個選舉區），則

對選舉人、候選人及選務作業而言，更是一項新的經驗與挑戰，故可

預測選務
3
作業將會更複雜，選務工作人員更需小心謹慎面對。 

另外行政區分跨不同選舉區後，會讓選舉人對所屬選舉區範圍、

候選人人選，產生混淆的情況，這亦是候選人對選區之經營程度與個

人宣傳度的考驗；因此選舉區劃分時，除了顧及票票等值的平等原則

外，更要將選舉人的相關事務，如投票行為、候選人的立場、選務之

順利運作等加以考量。以下就台北市選委會之公告草案內容對每一區

劃分之理由做說明，不過僅做比照用，因為目前中選會已將此草案加

以變更後，提出的劃分草案上呈至立法院待決。北市選委會的草案劃

分理由主要參酌各行政區的人口結構、生活習慣與地理環境等因素進

行，以下就 8 選區個別進行討論： 

（一）第一選舉區：範圍包括北投區全部，以及士林區「天母次分區」

與「蘭雅次分區」，人口數 33 萬 4363 人，稍多於平均人口數約 2.69

％。劃分考量就地理因素上，北投區地屬於台北市的最北端，其南端

與士林區交界，因此從士林區中尋求里合併是最適當之做法；就居民

生活習慣上，天母及蘭雅地區與北投石牌地區相鄰，雖然兩區之間隔

有磺溪，但兩地區居民的素質及生活形態、消費模式卻是相當接近；

就交通面上，兩地區平時往來就頻繁，都以中山北路或捷運淡水線為

主要路線，所以適合劃分為同一個選舉區。 
 

3選務包括：候選人登記、選務用品採購、分發、選舉人名冊編造、工作地投票造冊、選舉公報

分送、選舉票管理、選舉宣導、以及各區計票作業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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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選舉區：主要範圍有大同區全部，以及士林區的五個次分

區，分別為「街上次分區」、「後港次分區」、「社子次分區」、「芝

山岩次分區」及「陽明山次分區」，人口數 32 萬 5598 人。與平均人

口數相當。就地理因素上，士林區與許多區均有所相連，如北投區、

中山區、內湖區、大同區等，但因為士林區與中山及內湖之間有了山

的隔絕，因此造成兩邊居民分散少有往來，故不作合併之考慮。至於

在劃分上選擇與大同區合併的原因，主要以居民素質為考量，士林區

和大同區兩邊居民的文化、生活背景相近；且就交通因素上，更是進

出相同之道路，以重慶、延平北路為主要通路。此外，雖然以往立法

委員選舉分屬不同選舉區，但在第六屆市議員選舉以前（民國 78

年），大同、士林確是屬於同一選舉區，因此合併劃為一個選舉區較

為適當。 

（三）第三選舉區：範圍為內湖區、南港區，人口數 37 萬 1665 人。

與平均人口數相近。兩區合併是早有淵源，南港區早在日據時代即屬

內湖庄，光復後與內湖鄉分治，才設立南港鎮；到了民國 57 年後，

南港、內湖劃入台北市，因此，歷來的市議員及立法委員的選舉均屬

於同一選舉區。民國 79 年台北市行政區重劃時，更一度將內湖區與

南港區合併為一個區，後來是考量地區的人口成長，以及地方人士極

力爭取，才又恢復分區。所以從地理及歷史淵源來分析，兩區居民文

化、生活背景是相近的，平時往來亦頻繁，適合劃為同一個選區。不

過南港區人數不少，兩區完全合併後，人口數比平均人口數多了 14

％，造成與人口數較少的選舉區相差有近 7萬人之差距，這並不符合

均等性，所以考量後將南港區後山坡次分區 8 個里約 4 萬 5000 人劃

出，與信義區、南松山合併為另一個選區，以縮小大小選舉區間的人

口差距，達到公正性。 

（四）第四選舉區：範圍包括中山區全部，以及松山區的三個次分區，

分別為「東社次分區」、「三民次分區」及「本鎮次分區」，全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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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為 34 萬 5068 人，超過平均人口數約 6%左右，但其中「本鎮次分

區」並未全區劃入，而僅是劃入部分里，主要是因為怕超過劃分之人

口數標準。以歷史為考量，早於民國 79 年區里未重劃時，松山區曾

經合併了原屬中山區的三里（民有、民福、松基三里），雖當時合併

的僅是復興北路與敦化北路間之的一個區塊，但亦可作為合併之先例

與經驗；進一步，若由產業型態來看，中山區與北松山地區是很相近

的，同屬於商業區。此外，中山區位於台北市的中心，鄰近士林、大

同、中正、大安、松山等區，而由於士林區與大同區合併為新選區後，

考量到地形及文化背景等因素，還是與松山區較為密切的，因此，選

擇分割松山區南京東路以北的各里與中山區合併為一個選舉區。這個

方案基本上亦較有益於候選人選舉之經營，而且對於人民投票之便利

性亦較大。 

（五）第五選舉區：範圍包括信義區全部、松山區「本鎮次分區」部

分里、「中崙次分區」，以及南港區「後山坡次分區」的 8 個里，人

口數為 30 萬 8318，高於平均人口數約 8.39%。松山、信義兩區原則

上可以劃為同一區，但因為考慮人口上的均等，兩區合併後的人口數

是超過平均人口數的 34%（約 11 萬餘人），高過中選會所定之 15%

有一倍之多，因此，僅能將松山區分割為二，劃分為兩個選舉區；且

基於地理位置之因素，南港區的「後山坡次分區」其生活圈與信義區

接近，加上交通上的便利與密切（捷運板南線至南港區昆陽站之路

線），因此，南港區後山坡次分區 8個里分割出來，與信義區及南松

山合併為一個選舉區。 

（六）第六選舉區：範圍為大安區全部，人口數 311626 人，少於平

均人口數約 4%，大安區由於本身人口數足夠，可以單獨成為一個選

舉區，不用再額外合併其他地區，這樣一來不但減少劃分的複雜與麻

煩，另一方面也有助於選務的單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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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選舉區：範圍有萬華區全部，以及中正區的三個次分區，

包括「南門次分區」、城內次分區」及「東門次分區」，人口數 30

萬 7963 人，少於平均人口數 5.42%。在劃分上就歷史因素之考量，

台北市市議員的選舉劃分上，中正、萬華兩區是被劃為同一個選舉區

的。此外，將中正區部分的里單獨分割出來與萬華區合併維新選區，

另一個考量因素則是地理位置上之相近。 

（八）第八選舉區：範圍友文山區全部，以及中正區的兩個次分區，

包括「公館次分區」及「古亭次分區」，人口數 30 萬 300 人，低於

平均人口數約 7.8%。就歷史層面上，中正區是在民國 79 年區里重劃

所產生的新區，是由舊古亭區、城中區大部分、大安區 4 個里，以及

雙園區的 1 個里合併而新成的一個行政區。而這次的重劃所分割的主

要為古亭區大部分的里，以羅斯福路三、四段與大安區為分界，且是

以大馬路作為分界。此外，由於文山區位於台北市之東南端，加上區

內多為山區，所以住戶並不多。文山區的北端雖然與信義區相鄰，但

由於受限山勢地形之阻隔，兩區的居民甚少互動，基於此考量而排除

了文山區與信義、南港兩區之合併的想法。相反地，文山區的西側與

大安、中正相鄰，加以羅斯福路作為連結，這三個地區的居民平時的

互動是較為頻繁的，而且生活方式亦接近。因此，選擇將文山區與中

正區或大安區合併為同一個選舉區是比較適當。但為維持大安區為一

個完整的選舉區，與中正區合併的劃分方式是比較合理的考量。 

二、中選會劃分草案之理由如下：參考中選會公告之劃分理由 

（一）第一選舉區： 由北投區全區及士林區天母次分區及蘭雅次分

區等計 13 里組成，人口數約 33 萬人，比平均人口數多 2.69％；北

投區位於臺北市之北端，僅與士林區交界，所以考慮與士林區的部分

里合併最為適合。而考慮劃分之天母、蘭雅地區與北投區的石牌不但

位置上相鄰，住戶的素質及生活形態、消費模式等亦較為接近，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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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區的居民往來頻繁，交通上亦以中山北路或捷運淡水線為主要通

路，故適合劃為同一個選舉區。 

（二）第二選舉區：由大同區全區及士林區剩餘的 38 里所組成，人

口數約為 32 萬人，最接近平均之人口數，士林區與四行政區位置上

均相鄰，選擇與大同區劃為一新選舉區主要是考量兩邊文化、生活背

景等因素，加上交通動線相同。還有另一個因素兩區曾在第六屆市議

員選舉前，被化為通一選舉區，因此考慮將兩區劃為一新選舉區。 

（三）第三選舉區：由中山區全區及松山區三個次分區（東社次分區、

三民次分區和本鎮次分區）等計 20 里組成，人口數約為 34 萬人，略

多出平均人口數約有 6%左右。松山區原屬中山區之民有、民福、松

基三里，民國 79 年台北市進行行政區重劃後才被獨立劃出。兩個行

政區內的產業型態是十分相近，中山區在地形、文化背景上均是與松

山區比較相近，因此兩區（松山區的南京東路與長春路以北各里與中

山區）合併為一個選舉區，是比較有助於候選人的經營及選舉人的投

票。 

（四）第四選舉區：由內湖區及南港區組成，約有 37 萬人口數，比

平均人口數高出 14.14％。就歷史看來，歷來市議員及立法委員選舉

均屬同一選舉區，民國 79 年台北市行政區重劃時內湖區與南港區被

劃為一區，因此從地理及歷史淵源上，兩區居民文化、生活背景相似，

適合劃為同一個選舉區。再者內湖區之選舉人數與人口數之比率是

12 區中最低，因此內湖區南港區合併後雖然人口數最多，但是選舉

人數應該與其他選舉區相當。因此考慮到票票等值的原則外，並以避

免對行政區造成分割的情況下，兩區合併對選務進行最有利。 

（五）第五選舉區：萬華區全區及中正區的四個次分區（南門次分區、

崁頂次分區、城內次分區、東門次分區）等計 21 里組成，約有 30 萬

人口數，比平均人口數還要少 5.42%左右。劃分考量之一在於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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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兩區於市議員選舉中屬同一選舉區，而從中正區分割出 10 個里

雖對行政區造成分割，但整體上是對選舉人或候選人影響較少。 

（六）第六選舉區：大安區全部，人口數約為 31 萬人，比平均人口

數少 4%左右，因此基於選務單純化之考量而單獨劃成一個選舉區。 

（七）第七選舉區：以信義區全區及松山區（南京東路、長春路以南）

的 13 個里劃為一新選舉區，人口數約有 30 萬人，比平均人口數還低

5.31%左右。由於松山、信義兩區合併為一個選舉區後，人口數將超

過平均人口數 34%，超過中選會規定的 15%原則，因此基於考慮人口

的均等，故將松山區進行分割，分別屬於兩個選舉區。 

（八）第八選舉區：由文山區全區及中正區（和平西路以南、泉州街

以東）的 10 個里劃為新選舉區，包含古亭、公館兩次分區之 10 里組

成，人口數約是 30 萬人，比平均人口數低 7.8%左右，中正區原是由

古亭區、城中區大部分、與大安區 4 個里，雙園區 1 個里合併而成，

民國 79 年台北市行政區重劃後被單獨劃為一新行政區。文山區位屬

台北市之東南端，雖然西側與大安、中正相接，交通上亦有羅斯福路

作為聯結，此三區的居民生活方式雖然是比較相近，但因為考慮維持

大安區的完整性，因此考慮與中正區合併的劃分。 

貳．台北市單一選區重劃草案之檢視 

一、兩個劃分案之檢視： 

就台北市選委會決議之選區劃分草案來看，劃分後各區人口數大

約達到均等，較能體現票票等值的原則。由台北市選委會的草案內容

來看，士林、松山、南港及中正區等四區被切割為數個「次行政區」

並分屬兩個選區；至於其他的八個行政區大致保持完整，原本之區界

並未割裂，保持行政區完整的大原則。不過打破行政區及立委、市議

員的選舉區範圍，形成同一個行政區卻分屬不同選區的情況，是容易

造成選民對候選人產生混淆現象，被合併的小區或里，對部分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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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經營的成果亦會產生影響，不過劃分後每一選區的人口數，都在

平均數上下 15%的範圍內之結果，這點是符合中選會訂出之原則。 

就中選會決議之選區劃分草案來看，中選會提出之劃分案中，每

一選舉區的人口數均在 15％之範圍內，且行政區之分割時，亦以次

分區或大馬路做為選舉區劃分界線，易於選舉人及候選人識別。此

外，劃分案中只有士林、松山、中正三行政區遭到分割，至於北投、

大同、內湖、南港、中山、信義、大安、萬華、文山等九個行政區大

致保持完整無所變動，只是重新併入士林、松山、中正等行政區之部

分里，其他均維持選舉區人口數的均等，故大致而言對選舉人、候選

人、選務之進行的影響也較小。 

   基本上由中選會與台北市選委會所提的台北市選區劃分草案，劃

分的區域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將選區號加以調整，如北市選委會的第

三選區在中選會提案中變為第四選區，北市選委會的第五選區變成中

選會所提的第七選區，這兩處之差異。 

二、新劃分案產生之影響： 

以下就選區新劃分案可能造成之影響、劃分法優劣之處進行討

論。大致上兩會（中選會與北市選委會）所提之方案，均以遵循人口

數上之平等為主要考量，所以在進行選區的劃分時，都力求以各選區

能達到劃分後人口數相近為目標，因此，基本上重劃後的每個選區人

數的誤差都在平均數上下 15%的範圍內，結果不僅使各選區的人口規

模相近，每個選區人口上誤差之控制均在中選會所訂的合理範圍內，

故是較符合票票等值之理念的做法。但劃分時也因為過於堅持人口數

之平等，導致有些行政區遭到分割，使行政區的完整性遭到破壞。所

幸遭分割的行政區數目不多，兩案均只有三區或四區被分割，因此，

造成的衝擊層面應該較小。總言之，兩個方案之制定事實上只有部分

之變更，因此內容大致上相差並不大，以下就劃分之優劣加以說明： 

（一）優勢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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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數差距最小：劃分後每一選舉區之人口數比較相當。每一選區

約 33 萬人，兩方案中，人口數最少的選舉區均有 30 萬人左右，

最多人口數的選舉區則有 35 萬人，差距均在 15％的幅度內。 

2.選區識別容易：對行政區之分割主要是以次分區為單位，有些地區

更以大馬路做為選舉區劃分的界線，這樣的劃分好處是讓選舉人

及候選人對選區更容易加以識別，有助於選舉之進行。 

（二）劣勢之處： 

1.易造成認知混亂：重劃將原本的行政區以及立法委員、市議員的選

舉區範圍打破，至於一些被合併的里，也可能因為同行政區中的

投票標的不同，而容易造成選舉人對候選人產生混淆情況發生。 

2.增加競選難度：重劃後進行部分合併與分割，至於被合併或分割

的小區或里，形成新的選區對部分候選人長期之經營多少有影

響，這樣無形中增加候選人在競選時宣傳的難度。 

 

第四節  小結 

 

    討論過台北市選區劃分的做法後，我們了解實施單一選區制的困

難度，選區劃分牽涉層面確實過廣，劃分時之考量亦多自然限縮了發

揮的空間。但如此嚴格規範的目的也是在於追求公平選制之落實，更

進一步，冀希於藉由選舉制度之改變能夠將目前因實施複數選區單記

非讓渡投票制造成之問題改善。以單一選區兩票制取代當前的「單一

不可讓渡投票法」（SNTV）與複數選區制，雖未必能完全根除當前的

選舉問題，但仍是有助於舒緩台灣民主政治日益嚴重的地方派系問

題，繼而抑制派系與黑金勢力持續坐大（吳東野，1999a：55）。因

此，對於台北市選區重劃分的做法或許未盡完善，例如打破固有行政

區範圍可能增加選務之複雜度更可能增加候選人競選時之難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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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劃分時考量選民之互動程度、生活習性、地理位置及人數之均等

等面向，均是值得肯定的。至於對現存因 SNTV 制所造成之問題，我

認為並無法可以馬上因實施單一選區制而獲得改善，進行選舉制度之

改革，主要是它能呈現出帶動全面的政治革新的政治意涵，間接對於

立法委員的品質與議政效率之提升（吳東野，1999b：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