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新北市第1屆議員選舉（第5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第1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
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
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5選舉區（中和區）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戴德成

51
年
04
月
14
日

男 福建省金門縣 新黨
金門愛華國小、金城實校、陸軍
專科學校憲兵科

中和德行里四屆里長、中和市民代表、
救國團中和會長、台北縣金門同鄉會理
事、後備輔導中心副主任、中和後憲、
國民黨十五、十八全黨代表、中華民國
榮譽國民、台北縣警友會顧問、圓通扶
輪社國際佛光會雙和副會長、中台禪寺
顧問、中國工商管理學院，革實院、後
幹班286期

顧民生：1.重視就業針對中年失業與青年就業開辦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中心、辦理就業博覽會。2.力爭民生用水權益，本區水價與台北市每度相差約3.2元，力推成立
大台北區自來水公司，解決同水不同價問題.3.疼惜老人、以現有榮民安養中心之閒置空間再利用、公辦老人照護所、並爭取65歲以上老人免費安裝假牙、助聽器與每
年健康檢查.4.婦幼權益、爭取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讓婦女能夠兼顧工作及家庭、爭取幼兒教育券補助至兩萬. 扶幼計劃至肆萬、發放生育津貼一胎兩萬，補足警察
編製維護治安。
拼建設：1.都市更新計劃：全面檢討老舊房屋更新相關法令、爭取老舊房屋拉皮補助、增設無障礙空間、電梯等公共設施。2.增設停車場：利用公有地優先開闢停車場
在現有公園規劃地下停車空間、便民停車。3.爭取南勢角齊魯園區設立運動中心、公園、北二高增設南勢角上引道。4.爭取中和灰 科技園區、創造青年就業機會、爭
取捷運萬大線設自強國中站、增加免費捷運接駁公車路線。5.取消公車兩段票計價、改用旅程計費。6.提高社區大樓每年固定編列設備補助款、中型5萬大型10萬、落
實公平正義。
教育：1.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以新北市升格所增加的資源、優先開辦學童免費營養午餐、2.爭取加速落實中小學小班制、班級人數降至25人以下、以提高教
學品質、利用學校及活動中心成立K書中心。
環保：1.利用資源回收財源力推垃圾袋免費、獎勵環保、多做多回饋。2.爭取建築物裝置太陽能板補助、落實節能減碳。

2 簡文劉

38
年
06
月
02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建國中學初中部育達商職高職部
畢業。

第14 15 16屆台北縣議員國民黨議會書
記長。中和市第四五屆市民代表兵役協
會主委調解會委員。中和青商會會長和
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青商總會參議
員講師。台北縣慈善會生命線水上救生
隊顧問。淡江大學公共關係革命實踐研
究院軍管區後幹班結業。

(一)督促捷運環狀線萬大線施工品質，減少公害，並能早日完工通車。
(二)爭取於中和南勢角地區增設第二交流道，有效紓解北二高中和交流道周邊交通。
(三)爭取廣設監視器，落實治安無死角。增加警員配額充實警力，維護居家安全。
(四)爭取提升社會福利政策，建全老人、弱勢、身障者照護。
(五)督促政府加強青少年倫理教育及推動兒童學前教育完全免費。
(六)督促政府加強稽查食品衛生提升民眾食的安全。
(七)爭取南勢角齊魯工廠變更都市計劃改為休閒綠地公園。
(八)推動灰 地區成為科技園區，增加市民就業機會繁榮地方。
(九)傳承客家文化推動族群融和，關懷新住民權益。
(十)爭取於華中橋至秀朗橋段堤防外高灘地，增闢休閒設施綠美化成為假日好去處。

3 呂萬煜

47
年
10
月
19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無 高中

＊淡江大學企管
＊壽南里長82年特優里長
＊中和市民代表84年優秀青年楷模
＊中和市調解委員會委員
＊ 興南國小四屆、中和國中二屆－家長

會長
＊中和雲林同鄉會顧問－雲林女婿
＊中和市體育會二屆理事長
＊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大隊長
＊紅十字會中和救生隊創隊長
＊中華民國災難救援協會榮譽理事長
＊緬甸歸僑社團聯合會總顧問

１超越藍綠展現民意，中和建設不分藍綠，不選藍、不選綠，就選呂萬煜。２拒絕黑金勢力掛鉤，不向權貴低頭超越黨派，讓中和建設起飛。３北縣升格，千億造
鎮，中和好美，美麗彩繪心生活，建設新北市活力打造未來城，４打造大南勢角建設藍圖，要回中和保齡球館齊魯公司3萬3千坪土地，（政府國防部聯勤彈藥工場用
地，變國民黨黨產旗下齊魯公司，後又變私人齊陽公司名下，實謂國庫通黨庫，黨庫通私庫，私庫通內庫），規劃南勢角大公園，規劃催生環山高架道路（新店－烘
爐地、圓通寺、土城段）５中和為什麼沒有巨蛋。（催生灰傜地區做為中和體育園區並連接高速公路至桃園機場與國際接軌。６強力監督政府各項建設－文化體育交
通環保醫療保健公益服務族群融合心靈關懷社區聯防治安維護老人安養婦幼福利等。７錯誤政策比貪汙更嚴重、政府終將失去民心（如垃圾隨袋徵收政策增加家庭負
擔政府應補助負擔５０％之垃圾袋費用。８前國防管理學院自移交中和市公所並未善盡有效管理規劃使用各進駐單位各據一方、變成破碎園區－中和市民心碎了（如
耗費巨資打造的標準游泳池卻破壞填土而作為停車場、當選勢必強力監督各項不當錯誤政策。９老人終身安養福利規劃，暨提高失業急難救助紓困金請領時間延長至
一年期。１０強化落實婦女福利暨增設公立托育機構、降低市民托育負擔。

4 金瑞龍

58
年
07
月
15
日

男 臺灣省新竹市 中國國民黨 中華中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學士學分班、景文科
技大學專科班
中和市市民代表，中和市瑞穗里第5、
6、7屆里長，中和市關懷弱勢協會理事
長，中和市莒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和市體育會韻律舞蹈委員會主任委
員，讓愛走動浮萍兒計劃發起人，慈濟
功德會志工及各社團顧問

朱立倫、金瑞龍聯手出擊，新北市精彩可期！
金瑞龍主張【人人有好康、 人人少負擔、全民闔家歡】
新北市預算近1500億，與新北市長朱立倫共同爭取各項福利政策，台北市有的，
新北市也要有！
1.獎勵生育津貼每胎三萬元。
2.發放五歲以下兒童，育兒補助每月伍仟元。
3.補助三至六歲幼兒幼教每年二萬元。
4.補助65歲以上老人免費裝假牙。
5.爭取單親家庭低利創業貸款。
6.成立社區臨時托育系統。
7.成立社區孩童遊樂園地，打造適合兒童遊樂、遊戲場所。
8.充分落實照顧弱勢族群；迅速審核低收入戶過程及降低中低收入戶標準。

9.爭取設立多處公立雙語托兒所；降低年輕父母負擔。
10.爭取南勢角出口交流閘道，改善交通狀況。
11.督促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儘快動工闢建。
12.將國防管理學院閒置空間改造闢建為多功能休閒運動中心。
13.提升加強中和都市更新計畫及活絡新社區美化工程。
14. 規劃南勢角捷運站周邊形象打造國際型觀光商圈，吸引觀光人潮，促進當地商

機，活絡地方經濟。
15. 督促員山灰 地區重劃與區段農地徵收，爭取設立農業休閒體驗生技園區，增

加中和區在地人就業機會。
16. 打造中和一日遊景點(宗教寺廟文化及南勢角觀光夜市)，推廣各宗教觀光景點

(烘爐地土地公、四面佛、圓通寺)以利地方發展。
17.督促學校加強學生人文倫理教育，端正青少年人格健全發展。

5 江永昌

58
年
10
月
22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無
中和國小、海山國中、建國高
中、中興大學物理學士、台灣師
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民進黨黨團現任台北縣議員、台北大學
法律學院碩士學分班、立委趙永清第
四五六屆國會助理、中和市第七屆市民
代表、台北縣九十五年度社會優秀青
年、紅十字會台北縣分會理事、中和義
消分隊副分隊長、凱達格蘭學校校友會
監事、陽光之友協會理事長

一、四通八達新中和
　① 主張新北市捷運主導權，以環狀線、萬大線、南北
線結合既有中和線運輸系統，讓地區交通更便利。

　② 增設高架道路上下匝道，形成整體流暢路網，建
立完整接駁公車系統，提升大眾運輸，以減少車
輛擁塞並節約能源提高環境品質。

　③ 建構友善的人行空間及號誌標線，為身心障礙及
年長者創造真正安全無障礙空間。

二、健康樂活新中和
　① 整治瓦 溝河岸工程，規劃為親水綠帶供居民休

憩，媲美韓國清溪川風采。
　② 爭取國防管理學院前後山坡地變更為自然步道森

林公園。
　③ 推動閒置公有土地綠化，廣設公園提供民眾運動

休閒，讓生活更優質。
　④ 因應高齡化趨勢，完善社區照護醫療網絡，讓弱勢

族群、老人及小孩享有居家照顧與社會關懷。
三、藝術人文新中和
　① 增設長青文康會館與樂齡學習中心，滿足銀髮族

身心靈健康舒展，生活更加豐富。
　② 舉辦各項藝術活動，使人文蓬勃發展，推動地方

傳統民俗薪火相傳，讓民間力量多元化，探尋在
地記憶，展望中和獨特風貌。

四、經濟發展新中和
　①協助老舊社區改頭換面，加速都市更新發展。
　② 中坑彈藥庫遷移後，積極市地重劃，打造生化科

技園區或數位軟體研創園區，促使產業進駐，提
升在地青年就業機會。

　③ 要求政府輔導商圈及市場，保障基層民生經濟小
型行業持續熱絡繁榮。

　④ 反對政府過度舉債，嚴格監督公共工程品質，避
免預算浮濫浪費公帑。

五、平安幸福新中和
　① 推動公幼托育延長2小時，補助幼兒就讀私托，輔

導低收入戶工作，減輕打拼生活的負擔，讓民眾
感受幸福。

　② 提高清寒獎助，降低貧困學子就學壓力，使其能
安心受教育。

　③ 要求改善警察風紀，促其致力打擊犯罪維護治
安，保護婦孺安全。

6 許進勝

42
年
07
月
26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南山高職畢

中國國民黨全國黨代表第16、17、18屆
中和市市民代表第4、5、6、7、8屆
中和市市民代表會副主席第5屆
中和市市民代表會主席第6、7屆
中國國民黨中和市黨部常務委員第29、
30屆
國立中和高中文教基金會董事
縣立錦和高中文教基金會董事
中和市晨光慈善協會理事長
台北縣舞龍舞獅民俗體育運動協會理事
長

1.加速捷運環狀線錦和站興建完工。
2.加速捷運萬大線華中橋站、中和高中站、景平站、秀朗橋站，興建完工。
3.極力爭取捷運萬大線延伸至中和員山區。
4.爭取設立中和第二交流道，改善中和交通。
5.爭取中和全區增設監視器並提升治安防治預算，改善治安問題。
6. 協調警政單位充實警力、加強治安、全民聯防和交通維護，以保障市民居家及

交通安全。
7.推動灰 科技園區，創造就業機會。
8.加強行政革新、整合就業資訊，提昇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9.成立專責單位，全力落實照顧各類弱勢族群。
10.爭取職訓期間，托幼托老津貼補助，就業無後顧之憂。
11.首推補助公辦民營雙托中心。

12.爭取幼兒教育補助券每年由一萬提升至兩萬元。
13.爭取提高教育預算，與北市同步。
14.改善枋寮夜市，再造繁榮商圈。
15.積極建請都市計畫委員會對外員山地區重新檢討規劃，以繁榮地方。
16.加速興建中和首座公營運動中心，提供多元化活動空間。
17.加速開闢雙和區瓦 溝自行車暨綠帶休閒生活區。
18.爭取開發中和週邊區域與現有觀光景點整合，打造樂活休閒城市。
19.加強舉辦各項體育、藝文活動，以倡導正當休閒娛樂及提昇市民文化品質。
20.加強對於山林管理、健康步道、指市標誌、音樂場地設施。
21. 持續推動公有空地、綠地、分隔島企業認養植栽養護，加強景觀綠美化工程、

公園管理維護及全市環境整頓。
22.爭取興建無線上網設備，打造科技新城。

7 游輝廷

42
年
04
月
27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無
智光商職高中畢業、勵行中學初
中畢業、興南國小畢業。

臺北縣第十二至十六屆縣議員。錦和中
學、中和高中文教基金會董事。中和分
局義警副中隊長。中和跆拳道主委。臺
北縣跆拳道副主委。智光商工董事、校
友會長。中和市第2 3屆市民代表。市公
所雇員。義消大隊中和顧問團長

＊中和市民福祉第一優先。
＊擴大高齡老年及急難市民照護措施。
＊聯合督促統整新北市、台北市發展策略。
＊監督整治新店溪河域。
＊ 加強中和地區防洪治水工程；徹底解決景南里景本里復興里中興里外南里吉興

里一帶淹水問題。
＊強力爭取中和發展建設經費。
＊發展中和山坡地運動休閒特色。
＊增設各里監視系統改善治安。
＊擴大幼托補助、充實國民教育設施。

＊督促捷運環狀、萬大線早日完工。
＊監督捷運施工品質、降低公害及工安事件。
＊督商台北市水管處接管中和高地揚水設備，減少高地住戶負擔。
＊檢討現有公有空地，有效利用，闢建公共設施、或開闢成公園等多目標使用。
＊ 檢討捷運永安、景安、南勢角站周邊機車、腳踏車停車、人行專用道與景安站

加建第二出口，南勢角站電扶梯改為雙向上下，以保障市民行的安全與便利。
＊64號東西向快速道路，沿線兩側加設隔音牆。
＊督促電線電纜地下化。
＊堅持奉獻，開創新局；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8 張瑞山

44
年
11
月
18
日

男 臺灣省嘉義縣 民主進步黨 大埔國小、大埔國中、竹林高中

中和市代表會第3 4 5 6屆市民代表、中
和市調解委員會第6屆主席、中和市嘉義
同鄉會第1、2屆理事長、蘇貞昌競選台
北縣長二屆副主任委員、民進黨台北縣
議會黨團97年總召集人、台北縣議會第
15、16屆議員。

建立愛心守護商店以及社區巡守隊守護婦幼安全。
提供外籍新娘國台語課程，加入台灣媳婦行列。
完成立人街綠洲小公園，提供老人幼兒活動場所。
完成自強路至景平路拓寬成六米馬路。
增加免費捷運接駁公車及一般公車路線班次。
加強停車場之管理與興建，解決停車問題。
督促中和市捷運環狀線早日完成。

建構秀山國小校區圍牆建請綠圍籬。
爭取補助殘障弱勢族群及低收入的清寒子弟學習教育補助開辦社區才藝教室，推
廣社區大學松年大學貫徹終身學習。
建立高效率的報案處理系統，讓民眾迅速獲得協助。
完成秀山派出所辦公廳舍，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建構社區聯防安全網路，有效防治犯罪發生。

9 林秀惠

44
年
06
月
09
日

女 臺灣省宜蘭縣 民主進步黨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

台北縣議員第十五 十六屆
中華指南行政管理碩士學友會理事長
民進黨台北縣議會黨團副總召
宜蘭同鄉會中和分會長宜蘭女兒台南同
鄉會中和分會長媳婦

１爭取垃圾袋免費
２爭取市民運動健康活動中心
３爭取路邊停車收費比照北市至晚間八點止
４爭取新北市65歲以上老人看診掛號免費
５爭取新北市幼兒教育券提早至3歲發放
６爭取弱勢家庭小一至小四免費課後輔導
７推動新北市國中小學童教科書全額補助
８推動社區型老人日間安置計畫
９推動中和鹿寮坑環保公園早日動工
10督促捷運環狀線早日完工捷運萬大線儘早動工

10 李肇南

56
年
04
月
17
日

男 臺北市 親民黨
金門金城國小、中和興南國小、
中和秀山國小、永和國中、新埔
工專

榮民子弟客家女婿　湖南省新化縣人
暨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法學碩士
台北縣議會現任議員　中和市第6、7屆
市民代表
連宋中和競選總部發言人　馬蕭中和後
援會副主委

1.希望團隊　服務全方位
讓宋楚瑜、李慶華、李肇南團隊的連線，從中央到地方，從新北市到中和，服
務品質全方位，問政成績全方位。

2.您的支持　我的堅持
十二年民代生涯始終如一，選舉絕不請客買票、從政絕不同流合污、問政絕不
營私關說，堅持走對的路、做對的事，堅持以問政有成績、服務有品質的理念
回報選民頭家。

3.關懷教育弱勢　絕對說到做到
肇南本屆議員任內已成功推動 ● 台北縣國中小一綱一本 ● 小一開始學英文 ● 

十八歲以下禁入網咖 ● 舉辦免費校園直排輪、作文班、電腦班 ● 增設新住民文

教輔導科 ● 增設眷村文化科 ● 淨化成人情趣光碟店市招 ● 爭取六十五歲老人家
六十格公車票 ● 傳承文化，每年舉辦老歌、相聲、客家文化、緬僑潑水節點燈
節等活動……

4.看見您的需要　全力落實政見
　 ● 催生公辦社區育嬰中心，為雙薪家庭減輕負擔。
　 ● 恢復星期假日垃圾車收集垃圾廚餘，方便上班族群。
　 ● 根絕路霸、違規看板招牌，建立直轄市全新市容。
　 ● 加強監督實現秀朗橋、華中橋綠美化河岸景觀工程。
肇南誓言一本初衷，繼續做「國民黨的諍友、正藍軍的希望」。要選就選最好
的，懇請支持正藍軍李肇南！

11 楊宗翰

42
年
04
月
25
日

男 臺北市 無 南山高中

現職中和市民代表、黃復興黃定勇黨部
委員、台北縣關懷榮民榮眷協會監事、
中和後憲中心公關幹事長、中央警察大
學健身講師、台北縣體育推展協會理事
長、中華民國健美協會常務理事、南山
高中健身社講師

宗翰熱愛中和這片土地，宗翰依舊會秉持著真誠熱情及清廉勤快的使命感繼續為中和市民打拼，打造一個更安全、舒適、幸福的我們的家－新中和。
楊宗翰的政見：
一、督促新北市環狀幹線動工興建並早日通車。
二、落實老人安養政策並爭取中和區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三、推動新北市老舊眷村改建，展現新中和風貌。
四、相較台北市各個行政區皆有設立運動中心，推動新北市中和區擁有自己的運動中心。
五、落實各社區監視器之使用，還給婦女和兒童一個安全的環境。
六、增設公立幼稚園，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童午餐費。
七、美化改進並加強推動觀光夜市，增加商機，促進就業機會。
八、爭取環狀幹線動工之交通替代道路，改善中和交通瓶頸。

12 邱烽堯

62
年
10
月
03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明新工商專科學校畢業

南開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中和市長邱垂益服務處祕書、中國國民
黨第18全黨代表、台北縣青溪協會理
事、中和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中
和市青工會會長、中和市體育會副總幹
事、中和市國光義勇消防隊顧問、台北
縣邱（丘）氏宗親會理事、台北縣中和
市關懷老兵協會顧問、中和市婦女會、
婦聯會顧問

烽堯是議會戰將，秉持清廉問政，為市民監督市府、把關預算！
烽堯是企管碩士，堅持企管專業，與朱立倫齊心協力，為新北市加分！
烽堯是中和子弟，全力熱忱服務，與邱垂益父子同心，為中和打拚！
烽堯是婦幼先鋒，關懷弱勢族群，與您一起打造愛心城市！
烽堯是榮民護衛，保障榮民福利，提供榮民、榮眷完整照護安心生活。
【中和幸福建設】
一、公車過橋免收兩段票，減輕市民通勤壓力。
二、爭取灰 軟體科學園區，增加十萬在地就業機會。
三、加速捷運萬大線、環狀線提早就位。
四、打造南勢角齊魯運動公園，市民運動好去處。
五、秀安區增設國中，孩童免跨區就學。
六、整治廟子尾、瓦 溝，美化中和。
七、增建南勢角北二高閘道，交通不打結。
八、打造中和市河岸景觀公園。

【捍衛婦幼、弱勢族群、老人福利】
一、推動婦女社區大學，提昇婦女終身學習管道。
二、爭取高額生育補助、育兒津貼及每月定期幼兒學費補助。
三、爭取新住民身分認證課程，加速新住民取得身分證。
四、爭取子宮頸癌疫苗全面施打及高額幼兒完成疫苗接種獎勵金。
五、提供婦女、弱勢族群實質就業機會。
六、提升學校軟、硬體設備及師資全面升級，落實特教班融合教育。
七、爭取老人高額補助裝假牙及多項免費健檢。
八、定期提供獨居老人及弱勢族群居家衛生清潔。
【關心榮民、榮眷權益】
一、爭取公立醫院免掛號費。
二、爭取榮民急難救助金。
三、設立公部門榮民、榮眷專屬服務窗口。
四、成立榮民、榮眷定期慰問及獨居榮民照護系統。

13 陳錦錠

43
年
11
月
28
日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延平高中
亞東技術學院專科部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青溪婦聯幹訓班
國民黨婦女研習營
台北縣議員
立委張慶忠國會辦公室主任
國民黨北縣黨部委員
青溪婦聯會主委
勞資仲裁委員
後備憲兵梅荷夫人會長
賢清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浙江黃嚴同鄉會理事
彰化、雲林、屏東、金門、馬祖同鄉會顧問
浙江溫嶺、寧波、舟山同鄉會顧問
機車、糕餅、中藥、照相等同業公會顧問

一、 堅持「敢講、會做、肯服務」之問政理念設立〇九三六一六一六一七「二十 
四小時」專線服務電話。

二、為升格新北市全力打拼，提升中和市整體發展。
三、加強中和市治安死角的消滅，讓婦幼有安全無恐懼空間。
四、爭取設立社區安養中心、托兒所，關懷獨居老人，提供老人急救轉診服務。
五、促進兒童人權與福利，健全弱勢族群、婦幼、榮民、榮眷之福祉。
六、監督縣府改善經濟環境，增加工作機會，提高就業機會。
七、督促縣府加強公共安全檢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八、推動中和市高壓電纜地下化。
九、推動環狀捷運及萬大捷運、莒光支線早日完工。

十、協助推動老舊眷村改建，廣建國宅提升市民居住品質。
十一、督促縣府增闢停車場等公共設施。
十二、強勢督促縣府行政作業透明化，杜絕貪瀆提高行政效率。
十三、促進現有工業區發展，轉型為高科暨工商綜合區。
十四、 爭取闢建市民運動中心及長期照護中心，督促政府重視老人安養及健康問

題。
十五、爭取設立灰 軟體科學園區，擴大就業機會。
十六、爭取設立南勢角北二高交流道，解決交通壅塞。
十七、 與丈夫立法委員張慶忠設立聯合服務處，秉持結合地方民意，爭取中央配

合之一貫服務精神。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貳、投開票所一覽表：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中

和

市

1123 中和市公所養工課搶修組 永和路89巷2號 中原里 1-4、9-13

1124 霹靂宮 永和路514號地下室 中原里 5-8、14、18-20

1125 城龍登科文康中心 永和路128巷41號 中原里 15-17、21-24

1126 連和里里民活動中心 連城路54號 連和里 1、2、16、18-23

1127 四知新城活動中心 連城路148號 連和里 3-15、17

1128 美國華城(文康室) 連城路89巷9號 連城里
1-4、6、8、9、
37、42-46

1129 連城里活動中心
連城路171巷7號(安邦街
16號)

連城里
5、7、10 -21、
34-36、38

1130 美國華城(會議室) 連城路89巷38號 連城里
22-33、39-41、
47、48

1131 聖慈宮 圓通路158巷9弄11號 力行里
1 - 6、 1 6 - 1 8、
32、35-45

1132 力行里巡守崗亭 圓通路176號旁 力行里 7-15、34

1133 我的故鄉管委會 圓通路240巷5號 力行里 19-31、33

1134 崇愛發展中心 圓通路143之1號 正行里 1-4、6-9

1135 中和重慶教會 圓通路167巷3號 正行里 5、10-19

1136 天喜花園社區活動中心 中正路167巷27號 德行里 1-12、38-41

1137 捷運森林社區活動中心 中正路211巷38號 德行里 13-21、24-27

1138 國泰晶鑽社區活動中心 圓通路297巷9弄8號 德行里
22、23、28-37、
42

1139 漳和國中 廣福路39號 枋寮里 1-20

1140 漳和國中 廣福路39號 枋寮里 21-35

1141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漳和里 1-21

1142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漳和里 22-36

1143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廟美里 1-18

1144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廟美里 19-29

1145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廟美里 30-40

1146 溥濟宮 景平路999巷4號 福真里
1-10、31、32、
3 4、 3 5、 3 7、
38、42、43

1147 德明幼稚園 中山路二段312巷3弄7號 福真里
11-30、33、36、
39-41

1148 一江社區會議室 永和路9巷1號 福善里
1-7、21-23、39-
42

1149 福善里活動中心 福美路301巷23號 福善里 8-20、38

1150 福善里活動中心 福美路301巷25號 福善里 24-37

1151 中和新城管委會 莊敬路49巷20弄12號 福美里
1、 6、 7、 1 3 -
18、25-29、32

1152 山北社區活動中心 莊敬路49巷29弄2號 福美里
2 - 5、 2 0 - 2 3、
34、35

1153 山北社區活動中心 莊敬路49巷29弄2號 福美里
8-12、19、24、
30、31、33

1154 惜福社區中庭（B棟） 永和路8巷7號 福祥里 1-6、28-32

1155 福祥里活動中心 莊敬路31巷21號斜對面 福祥里 7-12、35-38

1156 大眾爺廟 福美路256巷18之1號 福祥里 13-27、33、34

1157 漳和國中羽球館 廣福路39號 瓦 里 1-13

1158 漳和國中羽球館 廣福路39號 瓦 里 14-21

1159 漳和國中羽球館 廣福路39號 瓦 里 22-29

1160 漳和國中 廣福路39號 福和里 1-7

1161 漳和國中 廣福路39號 福和里 8-17

1162 漳和國中 廣福路39號 福和里 18-32

1163 自強游泳池側門 中山路2段64巷7弄底 佳和里 1~8、29-40

1164 自強游泳池正門 中山路2段64巷9號 佳和里
9-11、14-17、24-
27

1165 雙和慈安宮 中山路2段2巷63號 佳和里
12、13、18-23、
28

1166 大同圖書館 圓通路121巷5號 新南里
1、4-10、12、
24、25、32

1167 九玄宮 景平路493巷12弄16號 新南里 2、3、33-38

1168 中和社區管理委員會 景平路610巷2號地下室 新南里
11、13-23、26-
31

1169 華南名人巷A棟庭院 景平路431巷 新南里 39-49

1170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南山里
1-3、8-11、16、
20-22、28-31

1171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南山里
4、12-15、17 -
19、23、27

1172 中和國小 中和路100號 南山里
5-7、24-26、32-
38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中

和

市

1173 騰達汽車有限公司 中山路2段439巷1號 平河里 1-7、17-30、42

1174 連戰連勝社區活動中心 中正路751巷3弄4號 平河里
8-11、36-41、56-
61

1175 平河里巡守亭 民樂路臨65號 平河里
12-16、31-35、
53-55

1176 花園廣場社區媽媽教室 中正路831號 平河里 43-52

1177 心中市大廈大廳 中正路681號 平河里 62-67

1178 聖中托兒所 新生街166巷18號 信和里
1-5、22-24、32-
35

1179 勝利托兒所 新生街186巷5弄13號 信和里 6-13、25-29

1180 八府龍鳳宮會議室 員山路148巷23弄15號 信和里
14-21、30、31、
36-41

1181 中正花園廣場社區會議室 連城路469巷7弄27號 仁和里
1-11、16、21、
22、39-42

1182 安邦托兒所 連城路477巷6弄1號 仁和里
12-15、17、26-
28、33-36

1183 元護宮 連城路469巷79弄2號 仁和里
18-20、23-25、
29-32、37、38

1184 歡喜城社區活動中心 連城路369號 中正里
1-4、19、20、
25-28、33、34

1185 育心寶貝托兒所(操場) 連城路389巷11號 中正里 5-14、23

1186 民宅 中正路564號 中正里
15-18、21、22、
24、29-32

1187 台貿一城籃球場空地 連城路263巷4號 建和里 1-9、27

1188 台貿一城籃球場空地 連城路263巷4號 建和里 10-15、28-31

1189 民宅 錦和路93巷3號 建和里 16-26、32-34

1190 民宅 連城路319巷3弄10號 中山里
1、 4 - 9 、 1 5、
16、20、21

1191 民宅 錦和路196巷2號 中山里
2、3、10 -14、
17-19、22

1192 全晟幼稚園 連城路219巷9號 碧河里
1、2、5、6、8、
10、11、14-17、
26、27

1193 碧河宮 連城路249巷2號 碧河里
3 、 4 、 7 、 9 、
12、13、18-25

1194 南山托兒所 興南路2段89巷8號 正南里 1-12

1195 凱旋大廈活動中心 華新街126號 正南里 13-20、23

1196 游氏祠堂 華新街192巷6弄9號 正南里 21、22、24-30

1197 頂南里活動中心 興南路2段159巷28號 頂南里 1-13

1198 飛駝社區管委會 興南路2段159巷2號 頂南里 14-26

1199
華夏技術學院
(教學大樓C101教室)

工專路111號 華新里 1、38-48

1200
華夏技術學院
(教學大樓C103教室)

工專路111號 華新里 2-4、28-37

1201 竹林高中 華新街143巷12號 華新里 5-15

1202 竹林高中 華新街143巷12號 華新里 16-27

1203 興南國小1年8班C102 興南路1段135巷24號 東南里 1-10、12

1204 興南國小1年9班C103 興南路1段135巷24號 東南里 11、13-21、23

1205 興南國小1年10班C104 興南路1段135巷24號 東南里 22、24-32

1206 飛駝社區活動中心 忠孝街48號2樓 華南里
1 、 4 、 6 、 7 、
9-12、21、22

1207 桔運青山管委會活動中心 忠孝街2巷14弄9號 華南里
2、3、5、8、18-
20

1208 放生寺 忠孝街108號 華南里 13-17、23、24

1209 興南國小二年5班D109 興南路1段135巷24號 忠孝里 1-5、22、23

1210 興南國小二年6班D110 興南路1段135巷24號 忠孝里 24-34

1211 中和國中（中和1樓） 興南路2段3巷17號 忠孝里 6-13、35-38

1212 中和國中（中和1樓） 興南路2段3巷17號 忠孝里 14-21、39

1213 崇南里里民活動中心 景新街496巷26弄2號 崇南里 1-20

1214 名家花園社區活動中心
景新街496巷33弄1號地
下室

崇南里 21-41

1215 興南里活動中心 信義街41巷12號 興南里 1-18

1216 興南里活動中心 信義街41巷16號 興南里 19-37

1217 受殿宮 景新街467巷35弄2號 景南里 1-21

1218 三介廟 景新街467巷50弄20號 景南里 22-34

1219 景新國小 景新街467巷37號 景本里 1-10、21

1220 車庫 景新街437巷14號旁 景本里 11-20、22

1221 農民活動中心 興南路3段52巷2-5號 橫路里 全里

1222 內南里活動中心 興南路2段242巷5號 內南里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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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內南里巡守隊 興南路2段242巷5號 內南里 12-23、39

1224 福神宮 興南路2段242巷3號旁 內南里 24-38

1225 裕和祠土地公廟 南山路320巷10弄6號旁 壽南里 1-11、21-23

1226 興南國小2年1班B105 興南路1段135巷24號 壽南里 12-20

1227 歌德花園城活動中心
興南路2段34巷57弄12號
地下一樓

福南里 1-13

1228 歌德花園城活動中心
興南路2段34巷57弄12號
地下一樓

福南里 14-29

1229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外南里 1-10

1230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外南里 11-20

1231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外南里 21-31

1232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中興里 1-11

1233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中興里 12-19

1234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中興里 20-28

1235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中興里 29-38

1236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吉興里 1-8

1237 復興國小 復興路301巷6號 吉興里 9-21

1238 中和巿客家文化會館 復興路280巷6號 復興里
1-11、13、14、
22、39-41、54、
55

1239 中和市客家文化會館 復興路280巷6號 復興里
12、21、17-19、
23-35、42、46、
51、52

1240 兆元幼稚園 復興路280巷46弄3號 復興里
15、16、20、36-
38、43-45、47-
50、53

1241 和興里巡守隊崗亭前廣場 板南路160號對面 和興里
1 - 3、 1 5 - 1 8、
20、25、26、29

1242 和興汽車商行 中正路46號前 和興里
4-14、19、21 -
2 4、 2 7、 2 8、
30、42

1243 北聖宮
復興路280巷18弄11號
(板南路150號對面)

和興里 31-41

1244 健宏中醫診所隔壁 景新街295巷3號 景平里 1-7、28-33

1245 景平福德宮旁 景平路159巷24號前 景平里 12-27、34-41

1246 快易居管委會 景平路290號 景平里 8-11

1247 民宅
興南路1段56巷32號(景
新里辦公處前)

景新里 1-13、24-27

1248 車庫
和平街2巷6弄14號旁(景
新里辦公處對面)

景新里 14-23、28-32

1249 台電K書中心(走廊) 和平街33號 景福里
11-20、35-37、
41、43、44

1250 景福里活動中心 和平街164巷2號 景福里 21-34

1251 景福里活動中心 和平街164巷2號 景福里 1-10、38-40、42

1252 明仁大樓社區會議室 明仁街15號 景安里
1-4、11、18、
27、28

1253 台貿景安社區管委會 景安路177巷19號地下室 景安里
5-10、12、13、
29-33

1254 景新托兒所 景新街231之6號 景安里
14-16、19-21、
34-39、41、42

1255 民宅 安平路10號 景安里
17、22-26、40、
43、44

1256 新元幼稚園 景安路82巷8弄3號 景文里
1-7、18-20、22-
29

1257 民宅旁騎樓 明禮街20號旁 景文里 8-17、21

1258 錦和里活動中心 圓通路369巷2號 錦和里 1-5、8-11

1259 錦和國小 圓通路292號 錦和里 6、7、13

1260 錦和國小 圓通路292號 錦和里 12、14-16

1261 中和新莊餐廳大樓 圓通路365號 錦昌里 1-13

1262 灰 里活動中心 員山路26號 灰 里 1-7

1263 東德宮 新生街112巷20號 積穗里 1-4、13-19

1264 捷年高昇社區圖書館 台新街5-35號 積穗里
5-9 (扣除元氣大
鎮)、12、34-37

1265 元氣大鎮F棟會議室 中山路3段37巷2號 積穗里
中山路三段37巷
1-21號單號全棟，
23-56號全棟

1266 元氣大鎮G棟會議室 中山路3段39號 積穗里
中山路三段35、
39號全棟，37巷
2-22號雙號全棟

1267 廣福宮 中山路3段63巷27號 積穗里 10、11、32、33

1268 江南園林活動中心 中山路2段523巷35號 積穗里 20-31

1269 民宅 民治街134巷4號 民享里 1-10

1270 民宅 民享街89巷4弄2號 民享里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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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捷和國際大樓中庭 員山路502號 員山里
1 - 7 、 9、 1 0、
23、24、36

1272 飛躍21科技園區 中山路3段102號 員山里 8、11-21

1273
環球購物社教中心
（公園旁）

中山路3段120號 員山里 22、25-35

1274 嘉穗里活動中心 民利街85巷4號 嘉穗里 1-7

1275 積穗國小 員山路154號 嘉穗里 8-15

1276 積穗國小 員山路154號 文元里 1-10、14-16

1277 積穗國小 員山路154號 文元里
11-13、17-20、
25-30

1278 私立積穗安親班 連城路523巷13弄2號 文元里 21-24、31-35

1279 積穗國中 民安街66號 嘉新里 1-10、19、20

1280 積穗國中 民安街66號 嘉新里 11-18、21、22

1281 積穗國中 民安街66號 民安里 1-7、23-25

1282 積穗國中 民安街66號 民安里 8-15、22

1283 積穗國中 民安街66號 民安里 16-21

1284 安穗里活動中心 員山路294巷7號 安穗里 1-3、10、13、17

1285 積穗國小 員山路154號 安穗里 4、11、12、15

1286 積穗國小 員山路154號 安穗里 5-9、14、16

1287 日新收托場地
中山路3段181巷20-30號
地下室

瑞穗里 1-9

1288 日新收托場地
中山路3段181巷20-30號
地下室

瑞穗里 10-18

1289 私立中仁幼稚園 民享街92巷23號 明穗里 1-17

1290 明穗里活動中心 民享街114巷9號 明穗里 18-33

1291 明德活動中心
民德路197號（明德公園
內）

清穗里 1-4、12-19

1292 明德活動中心
民德路197號（明德公園
內）

清穗里 5-11、20-24

1293 自強國小健康中心
莒光路200號（後門進
入）

自強里 1-9

1294 自強國小147教室
莒光路200號（後門進
入）

自強里 10-17

1295 自強國小附設幼稚園餐廳
莒光路200號（後門進
入）

自強里 18-25

1296 德穗國華聯合活動中心 國光街1號 德穗里 1-7、17-20

1297 時代托兒所 莒光路84巷22號 德穗里 8-16、30、31

1298 德穗國華聯合活動中心 國光街1號 德穗里 21-29、32

1299 民生里活動中心 民生街28巷2之1號 民生里 1-14、23

1300 民宅 民生街28巷2號 民生里 15-22、24-30

1301 松柏幼稚園 國光街112巷42號 國光里 1-5、9-16

1302 天下為公社區會議室 民德路54號 國光里 6-8、17-39

1303 大順天廈社區活動中心 民德路370號 壽德里 1-3、5、27-31

1304 壽德丙區管委會 華順街136號 壽德里 4、6-14

1305 壽德甲區管委會 壽德街25號 壽德里 15-26

1306
華福活動中心
（慈光收托場地）

民德路311號 明德里 1-4、14-17

1307
華福活動中心
（慈光收托場地）

民德路311號 明德里 5-13

1308
華福活動中心
（慈光收托場地）

民德路311號 明德里 18-28

1309 錦和高中 錦和路163號 錦中里 2-6

1310 錦和高中 錦和路163號 錦中里 1、7-14

1311 錦和國小 圓通路292號 錦中里 15-22

1312 錦和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圓通路305巷18號 錦盛里 1-10、13

1313 錦盛里活動中心 圓通路335巷37弄12號 錦盛里 11、12、14-26

1314 太武山莊自治會 民有街134號之1 民有里 1-13

1315 莒東社區長壽俱樂部 民享街37號 民有里 14-24

1316 富貴賞社區中庭 中正路1205號 員富里 1-4、21、22

1317 慈安宮 員山路611巷11弄4號 員富里 5-20、23

1318 中和高中 連城路460號 嘉慶里 1-10

1319 中和高中 連城路460號 嘉慶里 11-16

1320 中和高中 連城路460號 嘉慶里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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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名人花園廣場活動中心 民享街36巷1號 冠穗里
1-10、12、13、
23

1322 冠穗里活動中心 莒光路129巷2弄24號 冠穗里 11、14-22、24

1323 德穗國華雙里活動中心 國光街1號 國華里 1-8、11

1324
頂天立地公寓大廈舞蹈
教室

民德路69號 國華里 9、10、12-22

1325 安樂收托場地 宜安路18巷11號 宜安里 1-17

1326 觀音禪院 安樂路217巷22號 安樂里
1-9、15、19、
21-23、25

1327 空地
安平路與中安街口(四號
公園角落)

安樂里
10-14、16-18、
20、24、26-33

1328 安和里活動中心 保健路44巷2號 安和里 1-12、26、27

1329 樂墘宮 安平路99號 安和里 13-25

1330 君子集大廈管理委員會 宜安路1巷35號 安順里 1-12

1331 甜蕃茄社區中庭 安平路36巷53號 安順里
13-16、19-24、
32、33

1332 華泰椰城椰林區中庭 安平路72號 安順里
17、18、25-31、
34

1333 配天宮 保健路29巷2號 安平里 1-7、22-26、38

1334 安平派出所旁空地 中安街182號對面 安平里
8-15、19、27 -
29、32、33、39

1335 林氏公廳 中和路350巷8弄1之2號 安平里
16-18、20、21、
30、31、34-37、
40-43

1336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B1
樂學室

中安街85號地下室 中安里 1-14

1337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B1
文化走廊

中安街85號地下室 中安里 15-29

1338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B1
國際會議廳

中安街85號地下室 中安里 30-40

1339 中華幼稚園 中和路244巷10號 泰安里
1-5、32、33、
38-42

1340 雙和托兒所 保健路40號 泰安里
6、13-18、24 -
27、31、36

1341 玉聖宮 保健路10巷24號 泰安里
7-12、19-23、28-
30、34、35、37

1342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山里 1-10

1343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山里 11-21

1344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山里 22-31

1345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成里 1-16

1346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成里 17-31

1347 永愛幼稚園中庭 秀朗路三段114號 秀義里 1-4、13-18

1348 民宅 秀朗路三段78巷4弄2號 秀義里 5-12

1349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福里 1-11

1350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福里 12-22

1351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福里 23-36

1352 力霸大廈活動中心 成功路131號 秀景里
1、12、14、25、
29、35-40

1353 百年好合親子園 秀朗路3段175巷10號 秀景里
2-7、10、11、
26-28、41、42

1354 秀景里活動中心 成功路97巷7號 秀景里
8、9、13、17 -
19、24、30~32

1355 翠隄雙星中庭 成功路9至23號 秀景里
15、16、20-23、
33、34、43

1356 中和基督之家 大勇街25巷36號 秀明里 1-5、31-35、56

1357 東帝巿大廈開放空間 景平路200號旁 秀明里
6-8、27-29、36-
55

1358 秀明公園 大勇街29巷1號對面 秀明里 9-26、30

1359 土地公廟活動中心 秀峰街85巷33號 秀峰里 1-13

1360 土地公廟活動中心 秀峰街85巷33號 秀峰里
14-19、21、22、
24-31

1361 冠德住易中庭 景德街26號旁 秀峰里 20、23、32-47

1362 景新國小(風雨操場)
景平路111巷19號旁
(景新國小後門)

秀士里
1-4、13-15、20-
22

1363 景新國小(風雨操場)
景平路111巷19號旁
(景新國小後門)

秀士里 5-12、16-19

1364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水里 1-9

1365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水里 10-19

1366 秀山國小 立仁街2號 秀水里 20-28

1367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仁里 1-10、20、21

1368 秀山國小 立人街2號 秀仁里 11-19、22、23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議員、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九十九年九月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

權。】

2.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如下：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四、選舉票顏色：

1.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里長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字樣。

5.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紅色之「山地原住民」字樣。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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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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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

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

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

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附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一、五、六項：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政見。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章者，其標章。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七、檢舉賄選電話：

機關名稱 電 話 傳 真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電話 0800 - 02409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2358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 (02)29628888 (02)2952796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3756892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2615823 (02)2261991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4650947 (02)24650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