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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7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2月17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516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 日
發文字號：院臺綜字第 105000218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5）年 1 月 14 日本院第 3483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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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自八十四年八月九日公布施行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九十
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並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按選舉投票之參政權，是我國憲
法賦予每一位公民之基本人權，為方便選民履行其投票參政之權利，確保公民選舉權之行使，有關
選舉投票之方式，經檢討後，除現行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工作地投票所投票之外，為擴大實施不在
籍投票制度，使有參政權之公民能實現最基本之投票權利，節省民眾為了返回戶籍地投票，選民與
社會所必須付出龐大之時間或金錢成本，並同步放寬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選舉人之投票地
點規定，以落實人權保障，擴大政治參與及深化民主，爰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不在籍投票選舉人之類別及其投票地點，並修正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人投票地點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增訂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人，申請在原戶籍地以外投票所投票者，其選舉人名冊之編造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三、增訂移轉投票申請資格、提出申請之期限、應檢附之書件、申請書載明事項、移轉投票公告須
載明事項及公告日期、申請變更及撤回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一）
四、增訂移轉投票申請案件之查核作業程序及查核結果之通知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二）
五、增訂移轉投票選舉人名冊編造、公開陳列、公告閱覽及查核更正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之三）
六、增訂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之編造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四）
七、增訂不在籍投票選舉人人數之統計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五）
八、增訂移轉投票通知單之編造、郵寄或分送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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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三條

條

文

選舉人，除依下列

現

行

第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選舉人，除另有規

一、按選舉投票之參政權，是

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

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

憲法賦予公民之基本人權，

投票：

票。

為符合憲法保障人民參政權

一、因故不在戶籍地投票所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之意旨，順應世界潮流趨勢

投票（以下簡稱不在籍投

人，應於最後遷出國外時之

，方便選民投票，第一項第

票）之選舉人，依下列規

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一款爰明定不在籍投票選舉

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

人之投票地點，並分款明列

(一)依本法申請移轉至戶

戶籍地或工作地之投票所投

移轉投票及工作地投票之規

籍地以外之直轄市、

票。但在工作地之投票所投

定。現行條文第一項移列為

縣（市）投票（以下

票者，以戶籍地及工作地在

第一項第一款序文，並配合

簡稱移轉投票）之選

同一直轄市、縣（市）為限

分款規定，將「除另有規定

舉人，應於移轉投票

。總統、副總統選舉與他種

外」修正為「除依下列規定

地之投票所投票。

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

外」。

定投票：

(二)投票所工作人員，於

時，並應在該選舉人行使他

二、考量選民可能因工作、就

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

種公職人員選舉權之選舉區

學等因素，於投票日不克返

。

內。

回戶籍地投票，或因返回戶

二、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籍地投票需花費時間、金錢

人，應於最後遷出國外時

成本，進而影響其投票意願

之原戶籍地或經核准投票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爰明

地之投票所投票。

定申請移轉至戶籍地以外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移

直轄市、縣（市）投票之移

轉投票選舉人，於准予登記

轉投票選舉人，應於移轉投

後至投票日前有戶籍異動情

票地投票所投票之規定。

形者，除投票所工作人員外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係

，仍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

由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所投票。

保障投票所工作人員之投票
權益，爰擴大工作地投票實
施範圍，取消戶籍地及工作
地在同一直轄市、縣（市）
為限之限制規定，明定投票
所工作人員，於工作地之投
票所投票。
四、第一項第二款由現行條文
第二項規定移列。為方便返
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人投票
，爰放寬投票地點規定，在
現行應於最後遷出國外時之
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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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增列得申請指定投票地
，並於經核准投票地之投票
所投票之規定。
五、移轉投票選舉人，於准予
登記後至投票日前有戶籍異
動情形者，除投票所工作人
員於工作地投票外，仍應於
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六條

選舉人名冊，除另

第十六條

選舉人名冊，除另

一、第一項未修正。

有規定外，由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依據戶籍登記

有規定外，由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依據戶籍登記

二、配合第十三條第二款返國
行使選舉權之選舉人投票地

資料編造，應載明編號、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戶

資料編造，應載明編號、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戶

點規定之修正，第二項增列
但書明定申請在原戶籍地以

籍地址；凡投票日前二十日
已登錄戶籍登記資料，依規

籍地址；凡投票日前二十日
已登錄戶籍登記資料，依規

外投票所投票之返國行使選
舉權選舉人，其選舉人名冊

定有選舉人資格者，應一律
編入名冊；投票日前二十日

定有選舉人資格者，應一律
編入名冊；投票日前二十日

之編造。
三、第三項「戶政機關」文字

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
原戶籍地行使選舉權。

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
原戶籍地行使選舉權。

修正為「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俾資明確。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名冊，應由最後遷出國外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名冊，應由最後遷出國外

時之原戶籍地戶政機關編造
，並註記僑居地。但申請在

時之原戶籍地戶政機關編造
，並註記僑居地。

原戶籍地以外投票所投票者
，原戶籍地戶政機關查核准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除
選舉委員會、鄉（鎮、市、

予登記後，應編造准予登記
者清冊，於投票日三十日前

區）公所、戶政機關依本法
規定使用外，不得以抄寫、

送由投票地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編造選舉人名

複印、攝影、錄音或其他任
何方式對外提供。

冊。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除
選舉委員會、鄉（鎮、市、
區）公所、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依本法規定使用
外，不得以抄寫、複印、攝
影、錄音或其他任何方式對
外提供。
第六節之一
投票
第六十二條之一

不在籍

本節名新增。

符合第十二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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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資格之
選舉人申請移轉投票，應備

二、第一項明定申請移轉投票
之資格及申請人向戶籍地鄉

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
，載明申請移轉投票地之地

（鎮、市、區）戶政機關提
出申請之期限、應檢附之書

址，並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
證正面及背面影本，自中央

件、申請書載明申請移轉投
票地之地址。至申請人於申

選舉委員會發布受理申請總
統、副總統選舉移轉投票公

請書載明之申請移轉投票地
之地址，係由申請人提供可

告之日起六十日內，送達其
戶籍地鄉（鎮、市、區）戶

以就近投票之地址，僅供參
酌核配投票所之用，不影響

政機關。
前項公告須載明申請資

該地址住戶之權益。
三、第二項規定受理申請總統

格、期間、地點、應備具書
件及申請方式等，於總統、

、副總統選舉移轉投票公告
須載明事項及公告日期。

副總統選舉公告發布之日公
告之。

四、第三項規定申請變更及撤
回申請。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後，得於申請期間截止前

五、第四項規定移轉投票之申
請以郵寄辦理，其送達日期

備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
書，並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

之基準。

證正面及背面影本，申請變
更或撤回；其申請變更或撤
回，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以郵
寄辦理者，其送達日期以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收
件日為準。
第六十二條之二

戶籍地鄉（

一、本條新增。

鎮、市、區）戶政機關收到
前條申請書件後，應於投票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戶籍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日三十五日前完成查核，並
將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

關對於移轉投票申請案件之
查核作業程序及查核結果之

件寄交申請人。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寄發上開查

通知。
三、戶政機關於查核結果通知

核結果通知書掛號郵件，並
應保存執據備供查考。

申請人符合移轉投票之選舉
人後至投票日前，申請人嗣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鄉（鎮、市、區）

後如因未具備在中華民國自
由地區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

戶政機關應不准予登記為移
轉投票之選舉人，並在查核

、喪失國籍、喪失臺灣地區
人民身分、死亡或受監護宣

結果通知書上註明：
一、申請人不合第十二條第

告尚未撤銷，喪失選舉人資
格，原查核結果通知書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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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一款規定資格。
二、申請時申請移轉之直轄

效力，於造冊基準日前不予
列入移轉投票選舉人名冊；

市、縣（市）非屬戶籍地
以外之直轄市、縣（市）

其中居住期間計算，以造冊
基準日為準，嗣後不再審究

。
三、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期

其日後之遷徙事實。至於造
冊基準日後已列入名冊者，

限申請。
四、未備具前條第一項所定

則予以註銷其選舉人資格，
爰為第三項規定。

之書件。
五、非向申請時之戶籍地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
申請。
六、申請移轉投票之地址書
寫錯誤或不明，致無法核
配投票所。
第一項查核結果准予登
記為移轉投票之選舉人，其
查核結果通知書寄交申請人
後至投票日前，申請人喪失
選舉人資格者，原查核結果
通知書失其效力，不予列入
移轉投票選舉人名冊。已列
入名冊者，予以註銷。
第六十二條之三

戶籍地鄉（

一、本條新增。

鎮、市、區）戶政機關應於
投票日三十日前將其核准移

二、明定移轉投票選舉人名冊
編造、移轉投票選舉人名冊

轉之選舉人清冊送移轉投票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公開陳列、公告閱覽及查核
更正。

關，並於戶籍地選舉人名冊
註記移轉投票。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應依前項
清冊編造移轉投票選舉人名
冊，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
、市、區）公所函報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備查
，並由鄉（鎮、市、區）公
所公開陳列、公告閱覽，移
轉投票申請人發現錯誤或遺
漏時，得於閱覽期間內申請
更正。
前項名冊經公告閱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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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後，移轉投票地鄉（鎮、
市、區）公所應將原冊及申
請更正情形，送由移轉投票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關查核更正，並通知戶籍地
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註記。
第六十二條之四

一、本條新增。

投票所工作

人員戶籍地或准予登記移轉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工作

投票之投票所，與其工作地

地投票選舉人名冊之編造。

之投票所不同者，由鄉（鎮

三、已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選

、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

舉人者，其後如擔任投票所

投票選舉人清冊，於投票日

工作人員，應編入工作地投

二十五日前送工作地鄉（鎮

票所選舉人名冊，爰於第三

、市、區）戶政機關。

項明定由戶籍地鄉（鎮、市

工作地鄉（鎮、市、區

、區）戶政機關變更註記，

）戶政機關，應依前項清冊

並通知移轉投票地鄉（鎮、

編造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

市、區）戶政機關不編入移

，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

轉投票選舉人名冊。

、區）戶政機關於戶籍地選
舉人名冊註記工作地投票。
原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
選舉人名冊之投票所工作人
員，應由戶籍地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變更註記為
工作地投票，並通知移轉投
票地鄉（鎮、市、區）戶政
機關不編入移轉投票選舉人
名冊。
第六十二條之五

一、本條新增。

第十三條第

一款之不在籍投票選舉人名

二、明定不在籍投票選舉人人
數之統計。

冊確定後，投票地鄉（鎮、
市、區）戶政機關應填造不
在籍投票選舉人人數統計表
，送由投票地鄉（鎮、市、
區）公所轉報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於投票日
三日前彙整公告，並由投票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關併入戶籍地投票之選舉人
人數計算。

政 31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第六十二條之六 移轉投票地
鄉（鎮、市、區）戶政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移轉投票通知單之編

應依據確定之移轉投票選舉
人名冊編造投票通知單，送

造、郵寄或分送。

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
區）公所於投票日二日前郵
寄或分送移轉投票選舉人。
第六十二條之七

不在籍投票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不在籍投票選舉人選
舉票之印製。

選舉人之選舉票，由各該投
票地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
定之式樣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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