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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六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 

政治獻金法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後，歷經六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日。茲為符合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第七條要求締約國應採適當立法措施，以提高候選人、政黨經費

籌措透明度之規範意旨，強化關係人交易資訊揭露之管理機制，俾使政

治獻金支用情形更為公開透明，以利公眾監督，爰擬具「政治獻金法」

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六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政治獻金之支出對象為其關係人時，應

記載於會計報告書，並定明各該關係人之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二、擬參選人賸餘政治獻金之支用對象為其關係人時，應於申報時揭露

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2 

 

 



  

3 

 

政治獻金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六條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政黨、政治團

體及擬參選人應設收支

帳簿，由其本人或指定

之人員按日逐筆記載政

治獻金之收支時間、對

象及其地址、用途、金

額或金錢以外經濟利益

之價額等明細，以備查

考，並據以製作會計報

告書。但新臺幣二千元

以下之實物政治獻金，

得免記載。 

政黨、政治團體會

計報告書，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 營利事業捐贈收

入。 

  (三) 人民團體捐贈收

入。 

  （四）上年度結存。 

  （五）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業務費用支出。 

   （三）公共關係費用支

出。 

  （四）選務費用支出。 

   （五）捐贈其推薦之公

第二十條   政黨、政治團

體及擬參選人應設收支

帳簿，由其本人或指定

之人員按日逐筆記載政

治獻金之收支時間、對

象及其地址、用途、金

額或金錢以外經濟利益

之價額等明細，以備查

考，並據以製作會計報

告書。但新臺幣二千元

以下之實物政治獻金，

得免記載。 

政黨、政治團體會

計報告書，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 營利事業捐贈收

入。 

  (三) 人民團體捐贈收

入。 

  （四）上年度結存。 

  （五）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業務費用支出。 

   （三）公共關係費用支

出。 

  （四）選務費用支出。 

  （五）捐贈其推薦之公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符合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第七條要求締約

國應採適當立法措

施，以提高候選人、

政黨經費籌措透明

度，以及本法資訊公

開透明之規範意旨，

爰於第二項、第三項

有關政黨、政治團體

及擬參選人會計報告

書應記載事項，增列

第五款，定明應記載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

參選人政治獻金之支

出對象為其關係人之

資料；現行上開二項

第五款，配合移列至

第六款，內容未修

正。 

三、為符合法制體例，第

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四、參考監察院所定政治

獻金查核準則第二十

一條第四項有關支出

對象為該項所列政

黨、政治團體或擬參

選人之關係人，應於

會計報告書揭露，以

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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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候選人競選費

用支出。 

    （六）雜支支出。 

    （七）返還捐贈支出。 

（八）繳庫支出。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

支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支出對象為政黨、政

治團體關係人之資

料。 

 六、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

指定應載明之事項。 

擬參選人會計報告

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 營利事業捐贈收

入。 

  (三) 政黨或人民團體

捐贈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宣傳支出。 

(三) 租用宣傳車輛支

出。 

(四) 租用競選辦事處

支出。 

（五）集會支出。 

（六）交通旅運支出。 

（七）雜支支出。 

（八）返還捐贈支出。 

（九）繳庫支出。 

（十）公共關係費用支

職候選人競選費

用支出。 

    （六）雜支支出。 

    （七）返還捐贈支出。 

（八）繳庫支出。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

支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

指定應載明之事項。 

擬參選人會計報告

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個人捐贈收入。 

  (二) 營利事業捐贈收

入。 

  (三) 政黨或人民團體

捐贈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人事費用支出。 

（二）宣傳支出。 

(三) 租用宣傳車輛支

出。 

(四) 租用競選辦事處

支出。 

（五）集會支出。 

（六）交通旅運支出。 

（七）雜支支出。 

（八）返還捐贈支出。 

（九）繳庫支出。 

（十）公共關係費用支

出。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

迴避法第三條公職人

員關係人之範圍等規

定，增列第五項、第

六項，定明政黨、政

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之

關係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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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

支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支出對象為擬參選人

關係人之資料。 

六、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

指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二項第四款及前

項第四款所定詳細資

料，包括收支對象之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金額、用途，

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者，其名稱、統一編號或

登記字號及主事務所地

址。 

第二項第五款所定

政黨、政治團體關係人，

其範圍如下： 

一、政黨、政治團體之負

責人、選任人員及各

該職務之代理人。 

二、前款所列人員之配

偶、共同生活家屬或

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前二款所列人員擔任

負責人、董事、獨立

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或相當職位之法人

或團體。 

   第三項第五款所定擬

參選人關係人，其範圍如

下： 

一、擬參選人之配偶、共

支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其他經受理申報機關

指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二項第四款及前

項第四款所稱詳細資

料，包括收支對象之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金額、用途，

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者，其名稱、統一編號或

登記字號及主事務所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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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家屬或二親等

以內親屬。 

二、擬參選人或前款所列

人員擔任負責人、董

事、獨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或相當職

位之法人或團體。 

第二十三條   政黨、政治

團體及擬參選人收受政

治獻金之用途，以第二

十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項第二款所列項目為

限，並不得從事營利行

為。擬參選人收受之政

治獻金如有賸餘，得留

供下列用途使用，並應

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個月

內，向受理申報機關依

其所定格式申報；其支

出對象為第二十條第六

項所列擬參選人關係

人，應於申報時揭露之： 

一、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

有關之費用。 

二、捐贈政治團體或其所

屬政黨。 

三、捐贈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構或團

體。 

四、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

用。 

前項擬參選人賸餘

之政治獻金，自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之日

起四年內仍未支用完畢

第二十三條   政黨、政治

團體及擬參選人收受政

治獻金之用途，以第二

十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項第二款所列項目為

限，並不得從事營利行

為；擬參選人收受之政

治獻金如有賸餘，得留

供下列用途使用，並應

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個月

內，向受理申報機關依

其所定格式申報： 

一、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

有關之費用。 

二、捐贈政治團體或其所

屬政黨。 

三、捐贈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構或團

體。 

四、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

用。 

前項擬參選人賸餘

之政治獻金，自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之日

起四年內仍未支用完畢

時，應繳交受理申報機關

辦理繳庫。 

擬參選人收受之政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第三項第五款有關

擬參選人政治獻金之

支出對象為同條第六

項所列關係人，應記

載於會計報告書規定

之增列，爰酌修第一

項前段標點符號，並

於後段增列擬參選人

賸餘之政治獻金支出

對象為其關係人，應

於申報時揭露之規

定。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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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繳交受理申報機關

辦理繳庫。 

擬參選人收受之政

治獻金，供第一項各款規

定使用者，支出憑證或證

明文件應載明專戶名

稱，於申報所得稅時，不

得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

額。 

擬參選人收受之政

治獻金，供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規定使用者，

對同一機構或團體每年

捐贈總額，不得超過新臺

幣二百萬元；超過新臺幣

十萬元之金錢捐贈，並應

經由原專戶匯款為之。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

參選人收受之政治獻

金，屬金錢以外之動產、

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

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具

經濟價值之利益，應依申

報時之時價折算，並依本

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治獻金，供第一項各款規

定使用者，支出憑證或證

明文件應載明專戶名

稱，於申報所得稅時，不

得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

額。 

擬參選人收受之政

治獻金，供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規定使用者，

對同一機構或團體每年

捐贈總額，不得超過新臺

幣二百萬元；超過新臺幣

十萬元之金錢捐贈，並應

經由原專戶匯款為之。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

參選人收受之政治獻

金，屬金錢以外之動產、

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

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具

經濟價值之利益，應依申

報時之時價折算，並依本

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除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

三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

一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自

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六月二十日修正

公布之第二十一條第四

項，自公布日後六個月

第三十六條   本法除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

三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

一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自

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外，自公布日施行。 

      一百零七年五月二

十九日修正通過之第二

十一條第四項，自公布

日後六個月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法制體例，

將三讀日期修正為公

布日期。 

三、本次修正第二十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五項及

第六項、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條文之執行，監察

院須預留一定期間修

訂政治獻金法查核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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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自公布日後三個月施

行。 

則及其所附申報之書

、表格式內容，爰增訂

第三項，明定上開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