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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領票處工作人員注意事項
(名冊管理員及發票管理員)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一)

1、檢查選舉人名冊：

• 檢查主任管理員發交之名冊是否與所負責之選舉發票工作
相符，確認無誤後始開始進行選舉人之身分核對等工作。

2、核對選舉人容貌:

• 核對前來投票之選舉人容貌與其國民身分證(或中華民國
護照)相片是否相符。

3、查對選舉人資料:

• 憑選舉人所持國民身分證(或中華民國護照)及投票通知單，
迅速查對選舉人名冊內之記載資料，是否相符。

4、指導選舉人簽章：

身分證與選舉人名冊資料經查相符後，即在冊內該選舉

人名下「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欄內蓋章或請其簽名。



5、未攜帶印章或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

• 指紋力求完整清晰，並應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立即

於「證明人蓋章」欄內共同蓋章證明。

6、印章使用後應交還選舉人:

• 在選舉人名冊規定欄位蓋章後，應將印章交還選舉人，提

醒勿用印章圈蓋選舉票，以免造成無效票。

7、選舉人名冊上無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不得發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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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員辨明後，應准領

取選舉票。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二)



9、選舉人錯蓋印、簽名或按指印於『證明人欄』處。

10、選舉人領3張票卻僅簽1個名字：

選舉人姓名3個字，分別簽於「總統副總統」、

「不分區立委」、「區域立委」選舉名冊之3個空格上。

11、用印章背面蓋章領票或印章蓋得模糊不清。

12、選舉人於選舉人名冊上之簽名與其姓名不符、無法

辨識或簽英文。

13、同一戶，有數位選舉人用同一印章領取選票。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三)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四)

選舉人持補領
或換領國民身
分證領票

身分證之補換
發日期與選舉
人名冊備註欄
補換發日期

二者一致

發給選舉票

身分證換發日
期在選舉人名
冊備註欄補證
日期之後

發給選舉票



選舉人名冊公告確定後自108.12.30至投票日前1日(109.1.10)之期間，
若有選舉人補、換領國民身分證者，則由戶政機關列冊送區公所轉發
投票所查對用。

0052/15 賈仙 男 77.1.1 5 大甲路1號 補證 109.1.5

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後選舉人資料更動名冊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五)

• 選舉人持換發身分證明書
領票者，應於選舉人名冊
備註欄內加蓋「憑身分證
明書領票」戳記。

• 選舉人所持國民身分證未
貼相片或其相片脫落或模
糊不清者，可由里長證明
其身分，並由其本人在選
舉人名冊備註欄內加以簽
名、蓋章或加按指印後，
發給選舉票。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六)

已報遺失之國民身分證，應視為無效。

•國民身分證遺失，申請補發後，若尋獲原證，應即繳回
依法處理，不得留下繼續使用。

持已報遺失之國民身分證，應不准其領票。

•請選舉人持補領之國民身分證領票，並告知應將已報遺
失之國民身分證繳送戶政機關銷燬，不宜逕予沒收。



領票處/名冊管理員注意事項(七)

• 三張選舉票：

• 1、總統副總統選舉票
。

• 2、區域（或原住民）
立法委員選舉票。

• 3、政黨（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選舉票。

• 只領部份選舉票：

• 選舉人應一次同時領
取各該選舉選舉票，
如僅願領取部分選舉
票時，應於選舉人名
冊備註欄註記，並由
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
人共同簽章證明，同
時告知選舉人，不得
再要求第二次領票。



領票處/發票管理員注意事項(一)

1、點收選舉票：

於投票開始前，發票管理員點收主任管理員會同主

任監察員點交之選舉票。

2、發放選舉票：

選舉人名冊經蓋章或簽名或按指印後，發票管理員

再行發放選舉票。

3、發票應力求迅速、謹慎：

嚴防 2 票重疊誤作1票發出。

4、注意「工作地投票」：

選舉人名冊備註欄蓋有戳記者，不得發給選舉

票。



領票處/發票管理員注意事項(二)

5、選舉人提出問題，應請主任管理員答覆或解決，

以免延誤時間，影響其他選舉人領票。

6、選舉票如有漏蓋關防、破損、污點或模糊不清等

缺失者，不得發出。

7、選舉票領取後自行污損者，不再予以更換或補發。

8、選舉人名冊「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欄內有

「━」標記者，即表示該選舉人不具有該種選舉

之選舉權，不得發給選舉票。



領票處/監察員注意事項

1、監察選舉人領票、管理員發票，有無違法情事。

2、選舉人領取選舉票，在選舉人名冊上按指印者，

監察員及管理員各1人在選舉人名冊「證明人蓋

章」欄內共同蓋章證明。

3、選舉人如僅願領取部分選舉票時，應於選舉人名

冊備註欄註記，並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共同

簽章證明。



貳、注意原住民選舉票之發放



辦理原住民選舉人投票作業注意事項

原
住
民

身分查驗：投票所異動後之原住民選舉人，其
戶籍地址與該投票所所轄里、鄰別不同，應以投
票通知單或選舉人名冊所載為準查驗身分。

領票：原住民投票所異動者，其選舉人名冊與
區域選舉人名冊分別編造，裝訂於各鄰選舉人名
冊之後。

發票：為避免誤發選舉票，遇有原住民選舉人，
選舉人名冊管理員應朗誦「平地（或山地）原住
民選票」，提醒發票管理員，發票管理員應複誦
1次，避免錯發選舉票。



案例：未發給原住民選票

• 具山地原住民身分選舉人至某投開票所領取市長、山地原
住民議員及里長選舉票時，發票管理員未同時發給山地原
住民議員選舉票而與選舉人發生爭論。

原因：

• 管理員不知有原住民選舉票，(原住民議員選舉票另置於
專用票袋)，只發給直轄市長及里長選舉票，致未及時發
給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

處理經過：

•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發現異狀後，立刻上前瞭解，發現錯
誤後立即予以糾正，取出置於「原住民議員選舉票袋」內之山
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並當場發給該山地原住民選舉人，完成投
票程序平息糾紛。

案例



案例：漏發給原住民選票

選舉人電話反映，其具有原住民身分，依投票通知單應有市
長及原住民市議員之選舉權，惟工作人員僅發給市長選票。

原因：
投票所人員經驗不足，見區域市議員欄位有「━」劃記，未
再詳查即判斷該民眾無市議員選舉權。

處理經過：
因選舉權人已離開投票所，依規定無法再補發選舉票，向其
說明查處情形並致歉。

案例



參、冒領、撕毀、攜出選票之處理





撕毀選舉票

• ○姓選舉人因母親稍
有行動不便陪同前往
投票，因母親進入投
票所圈選時，掀起布
簾問她該怎麼投（投
給誰），工作人員本
於職責制止，然後○
姓選舉人很生氣，就
把選票撕了。

一、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立即
會同主任監察員，請警衛人員
將該選舉人予以留置，並通報
選務作業中心轉知選舉委員會
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處理。

二、收回之選舉票另外包封，
列入已領未投票計算，並註記
於選舉人名冊內該選舉人備註
欄。註記於投開票報告表之「
其他有關事項」欄內。

處置方式



選舉人攜出選舉票

•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選舉人領取5張選
舉票，將其他 4 張選
舉票投入票匭，惟故
意不將縣議員選票投
入票匭，並不聽工作
人員勸阻，逕將選舉
票攜出投票所後投入
垃圾桶。

• 一、經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發現並勸止不聽後，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
請警衛當場留置並通知派
出所派員處理。

• 選舉人留置，選舉票收回
並通報該鄉選務作業中心
及監察小組。

• 該選舉票予以包封，並列
入「已領未投票」計算，
並依事實填寫於投開票報
告表。

處置方式



肆、身心障礙協助及常見錯誤



照顧身心障礙及老弱之人

• 因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

者，得依其請求~

• 有家屬在場者：由家屬1人在場，依據本人

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 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

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依據本人意思，眼

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家屬」身分之認定

• 智能障礙者因其肢體功能健全，故不得由
家屬代為圈選，仍應由本人親自圈選。

• 「家屬」，不因其年齡或有無選舉權而有
所區別。其身分之認定，除投票所工作人
員職務上所確知其事實外，應由該身心障
礙人員舉證；或備具有關戶籍資料，或出
具里、鄰長證明，均為所許，投票所工作
人員，應本於職權，依事實認定之。



• 有家屬陪同情況：

視障選舉人如不擬使用投票輔助器投
票，仍可由視障選舉人之陪同家屬，
依據視障選舉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
為圈投。

• 無家屬陪同情況：

無陪同家屬在場者，得依其請求，由

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應確

實依選舉人之明確意思，謹慎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

投票所工作人員應隨
時維持投票輔助器清
潔，以免視障選舉人
投票時沾污選舉票。

視障選舉人如請求陪
同家屬或投票所管理
員及監察員協助，投
票所工作人員不得拒
絕。

如何協助視障選舉人



協助身心障礙人士

工作人員
常見錯誤

(一)

投票所工作人員未依規定讓家屬陪同身心障礙
選舉人進入圈票處投票，反而由投票所主任管
理員陪同進入圈票處投票。

投票所監察員僅1人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
未會同管理員一起依據選舉人本人意思代為圈
投選舉票。

家屬欲協助年長之選舉人圈投，遭主任管理員
拒絕，卻由主任監察員單獨1人代為圈投。



協助身心障礙人士

工作人員
常見錯誤

(二)

行動不便老人由家屬陪同投票,驗證處管理員堅
持老人必須出示身心障礙手冊，方准由家屬陪
同進入投票所。

視障媽媽由女兒陪同進入投票所並代為圈蓋選
票，現場工作人員竟要求女兒比出號碼，引發
當事人不滿及投訴。

工作人員將桌椅搬到投票所外，未注意正好擋
到身障坡道入口，致輪椅族無法由坡道順利進
入投票所,引發強烈不滿。



選舉人將選舉票圈選內容出示他人

• 主任監察員應當場檢舉：

• 1、將事實附記於投（開）票報告表之「其他有關

事項」欄。

• 2、仍准其將選舉票投入投票匭。

• 3、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予以留置並聯絡警察單

位派員處理。

• 4、迅即通報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依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