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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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775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乃辛、賴士葆、黃昭順、顏寬恒等 18 人，為營造
友善投票環境，依據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十
九條 a 項（iii）款：「保障身心障礙者作為選民，得以自由表
達意願，及為此目的，於必要情形，根據其要求，允許由其
選擇之人協助投票」，為維護人類固有尊嚴與價值，以及平
等與不可剝奪之權利，應保障身心障礙者能在與他人平等之
基礎上享有政治權利。另外，為便利有照顧兒童需求之選舉
人行使投票權，並參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
一條，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獨處，擬增列選舉人照顧之六歲
以下兒童得進入投票所之規定，爰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提案人：蔣乃辛

賴士葆

黃昭順

顏寬恒

連署人：柯志恩

許毓仁

孔文吉

林麗蟬

林為洲

徐志榮

馬文君

陳宜民

王育敏

林奕華

曾銘宗

林德福

吳志揚

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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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選舉人投票時，除
另有規定外，應憑本人國民
身分證領取選舉票。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應憑本人有效之中華民國
護照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
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

第十四條 選舉人投票時，除
另有規定外，應憑本人國民
身分證領取選舉票。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應憑本人有效之中華民國
護照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
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為使身心障礙之選舉人得
依意願選擇家屬以外之人陪
同行使選舉權，並參酌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十九條
a 項（iii）款，保障身心障
礙作為選民，得以自由表達
意願，及為此目的，於必要

章或按指印，按指印者，並
應有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
蓋章證明。選舉人名冊上無
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不得
領取選舉票。但姓名顯係筆
誤、因婚姻關係而冠姓或回
復本姓致與國民身分證不符
者，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章或按指印，按指印者，並
應有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
蓋章證明。選舉人名冊上無
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不得
領取選舉票。但姓名顯係筆
誤、因婚姻關係而冠姓或回
復本姓致與國民身分證不符
者，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情形，根據其要求，允許由
其選擇之人協助投票，爰將
第四項輔助投票人員修正為
「家屬或陪同之人」。另所
定「一人」係指不論家屬或
陪同之人，均以一人為限。
三、陪同之人係由身心障礙之
選舉人自由選擇，並無任何

監察員辨明後，應准領取選
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
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
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
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
或陪同之人一人在場，依據
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
圈投；其無家屬或陪同之人
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
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
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
前項陪同之人，以陪同
一人為限。
為防止重複投票或冒領
選舉票之情事，應訂定防範
規定；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定之。

監察員辨明後，應准領取選
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
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
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
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
一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
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
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
各一人，依據本人意思，眼
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條件資格限制，為避免發生
一名陪同之人陪同多名身障
選舉人之情形，衍生爭議，
爰增列第五項。
四、為防範重複投票或冒領選
舉票之情事，參照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第四項
規定，增列第六項授權由中
央選舉委員會訂定相關辦法
。

第五十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
舉，應視選舉人分布情形，
就機關（構）、學校、公共

第五十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
舉，應視選舉人分布情形，
就機關（構）、學校、公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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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

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

列第二項，明定投票所應選

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
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
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

投票所。
投票所除選舉人、第十
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家屬外，
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

擇具備無障礙場地，以及若
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
有關協助投票措施。
三、現行第二項至第七項移列

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
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
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

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投票
所。但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
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第三項至第八項。
四、為營造友善投票環境，便
利有照顧兒童需要之選舉人
行使投票權，並參酌兒童及

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
顧之六歲以下兒童、第十四
條第四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

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
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即依投
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
十一條有關父母、監護人或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不
得使六歲以下兒童獨處之規

之人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
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
進入投票所。但檢察官依法
執行職務者，不在此限。

於開票所門口張貼，並應將
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
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
人之政黨或依連署方式登記

定，第三項爰增列選舉人照
顧之六歲以下兒童得進入投
票所之規定。另配合第十四
條第四項將輔助投票人員修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
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即依投

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
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正為「家屬或陪同之人」。
五、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
、第八項未修正。
六、第七項配合項次變更，酌

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於開票所門口張貼，並應將
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
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

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
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
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
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

人之政黨或依連署方式登記
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
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
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
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
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
、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
開拆；選舉人名冊自投票日
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舉人
或候選人得向直轄市、縣（

、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
開拆；選舉人名冊自投票日
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舉人
或候選人得向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申請查閱，
候選人得委託他人持委託書
到場查閱，選舉人、候選人
或受託人到場查閱時，均應
持本人國民身分證。但選舉
人查閱，以其所屬投票所選
舉人名冊為限。
第四項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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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選舉委員會申請查閱，

管期間如下：

候選人得委託他人持委託書
到場查閱，選舉人、候選人
或受託人到場查閱時，均應
持本人國民身分證。但選舉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
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人查閱，以其所屬投票所選
舉人名冊為限。
第五項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
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
個月。

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
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
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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