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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7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796 號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鑑於現行法規定投票權人於投票日時，須
返回戶籍地投票，然投票權人常因工作、就學等因素而無法
行使投票權，顯見規定已不合時宜，加以新型冠狀病毒持續
在全球肆虐，在政府取得疫苗數量無法提供全體國人施打而
須限制人流移動下，徒增行使投票權之困難；考量我國選務
技術已漸趨成熟，且為因應未來不可抗力因素之再次發生，
為免因法制不足而變相剝奪人民行使公投直接民權，開放不
在籍投票實有必要，並將公投延期辦理的法源依據予以明確
化，爰提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費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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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三條

條

文

公民投票日定於

現

行

條

第二十三條

文

說

明

公民投票日定於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主管機關

八月第四個星期六，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起，每二年舉

八月第四個星期六，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起，每二年舉

為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僅
負責選務工作，而公民投票法

行一次。
公民投票日為應放假日

行一次。
公民投票日為應放假日

將選政與選務合一，由中央選
舉委員會獨立負責，且選舉罷

。

。
公民投票日前或投開票

免與公投分為對「人」、「事
」之投票，規範強度與性質難

當日，遇有天災或其他不可
抗力之情事，中央選舉委員

以類比，故為權責明確化，於
第三項明定公民投票如遇天災

會應決定繼續或延後辦理投
開票事宜。

、不可抗力因素下，賦予中央
選舉委員會續辦或延辦之明確
法源。

第二十四條

公民投票投票權

第二十四條

公民投票投票權

一、配合本次修正增列不在籍

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
更正、投票、開票及有效票

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
更正、投票、開票及有效票

投票之規定，第一項爰增列
「除另有規定外」準用公職

、無效票之認定，除另有規
定外，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

、無效票之認定，準用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至

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條文之
例外情形。

免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三條
、第五十七條至第六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第五十七條至
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六條
規定。

第六十六條規定。
公民投票案與全國性之

公民投票案與全國性之
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其投

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其投
票權人名冊，與選舉人名冊

票權人名冊，與選舉人名冊
分別編造。

分別編造。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全
國性公民投票，得以不在籍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全
國性公民投票，得以不在籍

一、查，目前我國雖有不在籍
投票制度之設計，但僅擔任

投票方式為之。
因故不在戶籍地投票所

投票方式為之，其實施方式
另以法律定之。

選務工作人員者，為順應世
界潮流趨勢，便於投票權人

投票（以下簡稱不在籍投票
）之投票權人，依下列規定

投票，第一項刪除「其實施
方式另以法律定之」文字，

投票：
一、依本法申請移轉至戶籍

並於第二項明定不在籍投票
投票權人之投票地點，並分

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
）投票（以下簡稱移轉投

款明列移轉投票及工作地投
票之規定。

票）者，應於移轉投票地
之投票所投票。

二、此次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爆
發後，政府採取緊急防疫應

二、投票日當日無法前往投

對措施以限制人流移動，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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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所投票之投票權人，得
申請通訊投票。

因法制整備不盡周全下而同
時損害人民行使直接民權。

三、投票所工作人員，於工
作地之投票所投票。

由於以往考量不在籍投票係
針對投票權人可能受工作、

前項第一款之移轉投票
，於總統依第十六條規定交

就學、在監服刑、因故不良
於行等因素，於投票日不克

付之公民投票，不適用之。
第二項第一款之移轉投

返回戶籍地投票，或因返回
戶籍地投票需花費時間、金

票投票權人，於准予登記後
至投票日前有戶籍異動情形

錢成本，進而影響其投票意
願，而如今的疫情等不可抗

者，除投票所工作人員外，
仍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

力因素，造成人民有投票意
願卻無法行使投票權之荒謬

投票。

境地，卻是受政府對不在籍
制度的消極不作為所致，爰
此，第二項第一款爰明定依
本法申請移轉至戶籍地以外
之直轄市、縣（市）投票者
，應於移轉投票地投票所投
票之規定。第二項第二款明
定於我國境內之投票權人無
法於投票日當天前往投票所
投票者，得申請通訊投票。
第二項第三款明定投票所工
作人員，可於工作地之投票
所投票，以保障投票所工作
人員之公民投票權益。
三、鑑於籌辦移轉投票實際作
業有一定所需時間，恐難以
因應，爰於第三項明定於總
統依第十六條規定交付之公
民投票，不適用之。
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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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二十五條之一

符合第八條

一、本條新增。

第一項規定資格之投票權人
申請移轉投票，應備具親自

二、第一項明定申請移轉投票
之資格及申請人向戶籍地鄉

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載明
申請移轉投票地之地址，並

（鎮、市、區）戶政機關提
出申請之期限、應檢附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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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面
及背面影本，自中央選舉委

件、申請書載明申請移轉投
票地之地址。至申請人於申

員會發布受理申請全國性公
民投票移轉投票公告之日起

請書載明之申請移轉投票地
之地址，係由申請人提供可

三十日內，送達其戶籍地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

以就近投票之地址，僅供參
酌核配投票所之用，不影響

前項公告頇載明申請資
格、期間、地點、應備具書

該地址住戶之權益。
三、第二項規定受理申請全國

件及申請方式等。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申

性公民投票移轉投票公告頇
載明事項。

請後，得於申請期間截止前
備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

四、第三項規定申請變更及撤
回申請。

書，並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
證正面及背面影本，申請變

五、第四項規定移轉投票之申
請以掛號郵寄辦理，其送達

更或撤回；其申請變更或撤
回，以一次為限。

日期之基準。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以掛
號郵寄辦理者，其送達日期
以鄉（鎮、市、區）戶政機
關收件日為準。
第二十五條之二 戶籍地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收到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戶籍

前條申請書件後，應於投票
日三十五日前完成查核，並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關對於移轉投票申請案件之

將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
件寄交申請人。鄉（鎮、市

查核作業程序及查核結果之
通知。

、區）戶政機關寄發上開查
核結果通知書掛號郵件，並

三、戶政機關於查核結果通知
申請人符合移轉投票之投票

應保存執據備供查考。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

權人後至投票日前，申請人
嗣後如因未具備在中華民國

之一者，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應不准予登記為移

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喪失
國籍、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

轉投票之投票權人，並在查
核結果通知書上註明：

分、死亡或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喪失投票權人資格，

一、申請人不合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資格。

原查核結果通知書失其效力
，於造冊基準日前不予列入

二、申請時申請移轉之直轄
市、縣（市）非屬戶籍地

移轉投票選舉人名冊；其中
居住期間計算，以造冊基準

以外之直轄市、縣（市）
。

日為準，嗣後不再審究其日
後之遷徙事實。至於造冊基

三、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期
限申請。

準日後已列入名冊者，則予
以註銷其投票權人資格，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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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備具前條第一項所定
之書件。

為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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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為移轉投票之投票權人，
其查核結果通知書寄交申請
人後至投票日前，申請人喪
失投票權人資格者，原查核
結果通知書失其效力，不予
列入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已列入名冊者，予以註銷
。
第二十五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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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
冊編造、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轉之投票權人清冊送移轉投
票地鄉（鎮、市、區）戶政

名冊公開陳列、公告閱覽及
查核更正。

機關，並於戶籍地投票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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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冊編造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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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閱覽期間內申請
更正。
前項名冊經公告閱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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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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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
第二十五條之四

通訊投票之

一、本條新增。

申請自投票日前六個月起至
投票日前三個月止。投票權

二、明定通訊投票申請方式，
並透過公投票編號之設計，

人申請通訊投票之期間，中
央選舉委員會應公告之。

如於限定期間寄交遺失時，
可通報選委會取消該張公投

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資格且定居我國境內之投票

票之效力，降低公投票遭冒
用之風險。

權人由本人持身分證至戶籍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三、戶政機關於查核結果通知
申請人符合通訊投票之投票

關提出書面申請，經戶政機
關查核通過並於投票權人名

權人後至投票日前，申請人
嗣後如因未具備在中華民國

冊註明後，由投票權人戶籍
地之直轄市、縣（市）選舉

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喪失
國籍、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

委員會，於投票前四十五天
，將通訊投票證明書、已編

分、死亡或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喪失投票權人資格，

號之公投票及寄回公投票之
內外信封以雙掛號方式併同

原准予登記證明文件失其效
力，於造冊基準日前不予列

寄發通訊投票之投票權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寄發公

入通訊投票選舉人名冊；其
中居住期間計算，以造冊基

投票期間公告之。
前項查核准予登記為通

準日為準，嗣後不再審究其
日後之遷徙事實。至於造冊

訊投票之投票權人，其准予
登記之證明文件交申請人後

基準日後已列入名冊者，則
予以註銷其投票權人資格，

至投票日前，申請人喪失投
票權人資格者，原准予登記

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收到通訊公投

證明文件失其效力，不予列
入通訊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票後之注意事項、投票方式
、通訊公投票郵遞寄回方式

已列入名冊者，予以註銷。
有關收到通訊投票證明

與期限、交寄後之效力等相
關事項，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書後之注意事項、投票方式
、通訊公投票郵遞寄回方式

另訂辦法規定之。

與期限、交寄後之效力等相
關事項，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另訂辦法規定之。
第二十五條之五

中央選舉委

一、本條新增。

員會公告寄發通訊公投票期
間，投票權人於十日內未收

二、明定投票權人未收到公投
票應負通報之責，避免公投

到公投票者，應通報所屬戶
籍地之直轄市、縣（市）選

票遭他人冒用，同時給予救
濟管道。

舉委員會，以取消該編號公
投票之效力。投票權人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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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同時，得要求各該選舉委
員會重新補發另一編號之公
投票及相關文件。
第二十五條之六

戶政機關對

一、本條新增。

申請案准予登記為通訊投票
後，編造通訊投票權人名冊

二、說明通訊投票權人名冊編
造方式。

，詳細記載各投票權人姓名
、地址、公投票編號及通訊
公投票寄交地址，並於規定
期限內送達戶籍地之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之七

投票權人戶

一、本條新增。

籍地之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於寄發通訊公投

二、明定通訊投票執行期間公
投票之管理監督，以及開票

票日起，選派投票管理員會
同投票監察員，將通訊投票

方式。

專用票匭當眾開驗後，並加
封鎖，同時指派投票管理員
於通訊期間專責管理收件，
將通訊投票信件投入專用票
匭集中管理，並嚴密封存。
公民投票日，由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經公
開程序查驗票匭及開封，並
由各選舉委員會工作人員將
票匭內通訊投票外信封逐一
拆封，取出內信封逐一以公
開方式逐張取出唱票。
第二十五條之八 通訊投票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計票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通訊投票公投票不予

：
一、公投票編號已被宣告無

計票或無效之情形。

效。
二、未使用選舉委員會製發
之信封。
三、通訊投票公投票之郵寄
方式，未依中央選舉委員
會之規定辦理。
四、通訊投票外信封正面投
票權人所填姓名及戶籍地
址不明，致無法查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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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訊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查無其姓名者。
六、投票權人未於規定截止
日前寄達各該選舉委員會
。
七、投票權人寄送兩封以上
之通訊投票信件。
八、重複投票者。
九、通訊投票外信封未封口
及封口破損，或信封外觀
已有毀損者。
第二十五條之九

未於規定期

一、本條新增。

限內寄達各該選舉委員會之
公投票皆屬無效票，不予追

二、明定延遲寄達通訊公投票
之效果。

加計算。但因郵務機關重大
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十 投票所工作
人員戶籍地或准予登記移轉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工作

投票之投票所，與其工作地
之投票所不同者，由鄉（鎮

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
。

、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
投票投票權人清冊，於投票

三、已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投
票權人者，其後如擔任投票

日二十五日前送工作地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

所工作人員，應編入工作地
投票所投票權人名冊，爰於

工作地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應依前項清冊

第三項明定由戶籍地鄉（鎮
、市、區）戶政機關變更註

編造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
冊，並通知戶籍地鄉（鎮、

記，並通知移轉投票地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不編

市、區）戶政機關於戶籍地
投票權人名冊註記工作地投

入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票。
原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
投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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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權人名冊。
第二十五條之十一

移轉投票

一、本條新增。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

二、明定移轉投票通知單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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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依據確定之移轉投票投
票權人名冊編造投票通知單

造、掛號郵寄或分送。

，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
市、區）公所於投票日二日
前掛號郵寄或分送移轉投票
投票權人。
第二十五條之十二 第二十五
條之不在籍投票投票權人名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不在籍投票投票權人

冊確定後，投票地鄉（鎮、
市、區）戶政機關應填造不

人數之統計。

在籍投票投票權人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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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權人人數計算。
通訊投票權人數由投票
權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公告，並由
戶籍地鄉（鎮、市、區）戶
政機關併入戶籍地投票之投
票權人人數計算。
第二十五條之十三 不在籍投
票投票權人之公投票，由各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不在籍投票投票權人

該投票地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

公投票之印製。

會規定之式樣印製。
第二十七條

公民投票案之公

第二十七條

公民投票案之公

告、公投票之印製、投票權
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

告、公投票之印製、投票權
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

更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
、公民投票程序之中止、辦

更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
、公民投票程序之中止、辦

事處之設立、經費之募集、
投票、開票及有效票、無效

事處之設立、經費之募集、
投票、開票及有效票、無效

票之認定，除主管機關外，
準用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四條

票之認定，除主管機關外，
準用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四條

，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二十五條之四至第

規定。

二十五條之九、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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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二第二項、第二十五條
之十三規定。
第四十五條之一 依本法第二
十五條之五之規定，投票權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未盡通報之責的通訊

人應通報而未通報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下罰鍰。

投票之投票權人處以罰鍰。

第四十五條之二 各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對於申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選務工作人員對通訊

請通訊投票之投票權人資料
應負保密之責，若發生資料

投票之投票權人資料未善盡
保密之責，處以罰則。

外洩之情事者，相關選務工
作人員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五條之三

通訊投票之

一、本條新增。

投票權人利用通訊方式重複
投票，或在行使通訊投票後

二、明定重複投票之罰則。

又於投票日至投票所投票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五條之四

冒用他人名

一、本條新增。

義於通訊公投票上圈選者，
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二、明定冒用他人名義投票者
處以罰則。

刑。
第四十五條之五

利用通訊公

一、本條新增。

投票之郵遞過程，以詐術、
破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

二、明定妨害通訊投票影響公
投結果者處以罰則。

通訊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或變造通訊投票之結果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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