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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我國現制對於獲有一定得票數之各項選舉候選人，於選舉後，

按每票補貼新台幣三十元之競選補助款。另對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按每票補貼新台幣五十元，



每年撥給競選費用補助款。政治獻金法施行後，依實證資料顯示，各項選

舉候選人收受之政治獻金於支付競選相關費用後，不乏有賸餘者，然此等

有賸餘政治獻金之候選人仍得到國家之公費補助。在國家歲出逐年惡化情

形下，尚對有賸餘政治獻金之候選人提供公費補助，對候選人過度補助之

現象，是否涉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再就我國同時存在候選人及政黨之公

費補助制度，且因現行政治獻金法之規定，政黨候選人得不受限制地接受

所屬政黨之挹注，政黨以所得公費補助款捐贈所屬候選人，形同政黨候選

人在選舉前接受國家之間接補助，故現行公費補助制度在政黨候選人與獨

立候選人間存有差別待遇，亦涉有違反平等原則之問題。又相關選舉罷免

法在政治獻金法施行後，已不再對競選經費之支出設有上限，上開公費補

助制度仍繼續有效存在。本文對現行候選人之公費補助規定提出合憲性疑

義，並進行檢驗，俾以研究探討我國向來忽略授益性立法亦應受憲法基本

原則拘束之法治觀點。並分析、檢討候選人競選經費在法制更迭後，是否

較昔日對競選經費之收支規範，更有效管制金錢對於選舉之影響？另提出

對我國公費補助制度規範之建言，以檢討、修正現行相關規定，期助於達

成候選人之公平參選。 本文先透過我國競選經費規範之沿革觀察，分析

法制變革後政治獻金法與相關選舉罷免法之關係，並詳細探討我國候選人

公費補助之立法目的、性質，及與競選經費最高限額之關係。再進一步以

實證統計資料分析、說明我國候選人有關公費補助及政治獻金收受情形，

釐清我國現行制度所生之問題。其次，藉由美國及日本現行公費補助制度

之比較觀察，分析各該制度之思想背景、補助目的及手段，以及司法審查

重點之異同，深入了解此二國家公費補助制度所要解決的問題；再進一步

就我國與美國、日本公費補助制度為比較，藉由此二國家之法制規範，比

較出我國現行制度之缺失。續就我國候選人公費補助進行合憲性審查。提

出本文認為有以比例原則作為審查基準之立論，及依該原則審查現行公費

補助規定之結果；再依平等原則之審查基準，針對本文之疑義，依照目前

司法實務採行美國式之審查基準及部分大法官採行之體系正義為審查基

準，分別進行檢驗，提出現行候選人公費補助規定涉有違憲之結論。最

後，經由合憲性檢驗結果，以及借鏡美國及日本公費補助制度，提出我國

相關制度應有之省思，復對未來公費補助制度提出本文之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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