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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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764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美玲、何志偉、趙正宇等 17 人，為明確規範總統
副總統罷免之相關規定，並避免造成選務人員遴選困難，爰
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有關罷免之規定，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中相關條文。
二、明定投、開票所管理員之公教人員比例為三分之一以上、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

提案人：羅美玲

何志偉

趙正宇

連署人：湯蕙禎

賴惠員

王美惠

邱志偉

蘇巧慧

沈發惠

鍾佳濱

劉建國

鄭運鵬

余 天

林俊憲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范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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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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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七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
下列事項：
一、選舉、罷免之公告事項
。
二、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
序及計畫事項。
三、候選人申請登記事項。
四、候選人資格之審定事項

第七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
下列事項：
一、選舉、罷免之公告事項
。
二、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
序及計畫事項。
三、候選人申請登記事項。
四、候選人資格之審定事項

。
五、選舉、罷免宣導之策劃
事項。
六、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之辦理事項。
七、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
八、選舉、罷免結果之審定

。
五、選舉宣導之策劃事項。
六、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之辦理事項。
七、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
八、選舉、罷免結果之審定
事項。

事項。
九、當選證書之製發事項。
十、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
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選舉、罷免
事項。

九、當選證書之製發事項。
十、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
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選舉、罷免
事項。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分別辦理下列事項
：
一、投票所、開票所之設置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分別辦理下列事項
：
一、投票所、開票所之設置

及管理事項。
二、選舉、罷免票之印製事
項。
三、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之
督導事項。
四、選舉公報之印製事項。
五、選舉、罷免宣導之執行
事項。
六、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
七、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
項。

及管理事項。
二、選舉、罷免票之印製事
項。
三、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之
督導事項。
四、選舉公報之印製事項。
五、選舉宣導之執行事項。
六、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
七、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
項。
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 174

說

明

參照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刪除罷免案不得宣傳之禁止
規定，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配合刪除罷免案不得宣傳之禁
止規定，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
項第六款均增列罷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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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就下列選舉、罷免事

委員會就下列選舉、罷免事
務，指揮、監督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
一、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之

務，指揮、監督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
一、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之
辦理事項。

辦理事項。
二、投票所、開票所設置及
管理之辦理事項。
三、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

二、投票所、開票所設置及
管理之辦理事項。
三、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
員之遴報事項。

員之遴報事項。
四、選舉、罷免票之轉發事
項。
五、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

四、選舉、罷免票之轉發事
項。
五、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
之分發事項。

之分發事項。
六、選舉、罷免法令之宣導
事項。
七、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

六、選舉法令之宣導事項。
七、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
務之辦理事項。

務之辦理事項。
第五十條

政黨及任何人，不

第五十條

政黨及任何人，不

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

得有下列情事：
一、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
之每日上午七時前或下午
十時後，從事公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但不妨
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
活動，不在此限。
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
選或罷免活動。
三、妨害其他政黨或候選人
競選活動；妨害其他政黨
或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為第四十三條各款之行為
。

得有下列情事：
一、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
上午七時前或下午十時後
，從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
動。但不妨礙居民生活或
社會安寧之活動，不在此
限。
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
選活動。
三、妨害其他政黨或候選人
競選活動。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為第四十三條各款之行為
。

十六條規定，明定政黨及任何
人，於罷免活動期間不得違反
事項之規定。

第五十一條 政黨及候選人從
事競選或罷免活動使用擴音
器，不得製造噪音。違反者
，由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警
察機關依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

第五十一條 政黨及候選人從
事競選活動使用擴音器，不
得製造噪音。違反者，由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
依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
十四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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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投票所、開票所

第五十四條

投票所、開票所

明定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

置主任管理員一人，管理員
若干人，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派充，辦理投
票、開票工作。

置主任管理員一人，管理員
若干人，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派充，辦理投
票、開票工作。

人員。復考量未來可能因為傳
染病等因素導致現任公教人員
參與投開票工作意願降低，為
避免造成選務人員遴選困難，

前項主任管理員須為現
任公教人員，管理員須三分
之一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
選舉委員會得洽請各級政府

前項主任管理員、管理
員，得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
公立學校推薦後遴派之；受
遴派之政府機關職員及學校

爰規定管理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為現任公教人員。

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派
之；受遴派之政府機關職員
及學校教職員，不得拒絕。
投票所、開票所置警衛

教職員，不得拒絕。
投票所、開票所置警衛
人員，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洽請當地警察機

人員，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洽請當地警察機
關調派之。

關調派之。

第九十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
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

第九十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
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

文字、圖畫、錄音、錄影、
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
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委 176

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
百零四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