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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99 年桃園縣第 19 屆鄉鎮市民代表暨村里長選舉，本會依

中央選舉委員會之規定，於 99 年 4月 1日發布選舉公告，

本次各鄉鎮市民代表暨村里長選舉候選人應繳保證金之數

額，均訂為新台幣伍萬元整。本會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統一

規定擬定有關選務工作進行程序表，依據排定進度辦理選

舉。並訂 99 年 6 月 12 日（星期六）為投票日，投票起、止

時間自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辦理選舉期間自本（99）年 4

月 1 日起至 6月 30 日止，共計 3 個月。 

   本次選舉，本會全體選務工作人員除專任人員 15 人，常

兼人員 11 人外，另聘臨兼人員 10 人，共計 36 人。本次選

舉全縣應選代表名額共 225 名，全縣共分 59 個選舉區，村

里長部分應選名額原共計 483 人，因中壢市龍平里長選舉本

會於 6月 3日公告停止選舉，故減少 1人，實際應選名額為

482 人，因選區多，候選人數也多（經本會審定合格之候選

人代表合計 334 人，村里長合計 966 人，共計 1300 人），選

務工作十分繁雜忙碌，所幸在本會暨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工作同仁的努力與合作下，所有應選名額均於 99 年 6 月 12

日舉行投票順利產生，過程平和，本會並已於 99 年 6 月 18

日將核定之當選人名單公告在案。 

   為使本次選舉過程留存史料，並做為今後辦理選舉之參

考，本會謹將辦理選舉工作重點整理編印成冊，提供參閱並

敬請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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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重點概述 
一、選舉業務 

1.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99年2月6日中選一字第0993100046

號函：99 年桃園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暨村里長選舉，本會及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理選舉期間為：自 99 年 4 月 1

日起至 6月 30 日止共計三個月。 

2.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暨村里長選舉辦理選務工作進行程

序表，經本縣選舉委員會第 245 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並

函轉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戶政事務所、本會各專兼人

員、據以辦理各項選務工作。 

3.99 年 4 月 1 日發布選舉公告，公告載明選舉種類、名額、

選舉區之劃分、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地點及競選經

費最高金額。 

4.99 年 4 月 12 日至 4 月 16 日受理候選人登記申請，並於

99 年 6 月 12 日（星期六）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舉行投票。 

5.本次代表選舉全縣共分 59 個選舉區，應選名額 225 名。

較上屆增加 2 個選舉區。（楊梅鎮及龍潭鄉各增加一個平

地原住民選舉區）。 

6.本縣目前有 483 個村里，較上屆增加 12 個村里（八德市

增加 2個里、中壢市增加 4個里、楊梅鎮增加 6個里）。 

7.登記為 99 年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暨村里選舉之候選人應

繳之保證金數額，均訂為新台幣伍萬元整。 

8.為達成上級交付之任務，本會於 99 年 3月 26 日召集全縣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執行祕書、選務主辦人、戶政事務

所主任及本會各專任、常兼人員及兼任課長以上人員，在

本會第一會議室召開 99 年各鄉鎮市民代表暨村里長選舉

選務座談會，會中除各組室提出工作報告做為辦理選務工

作之規範外，並通過多項建議案。 

9.本次選舉應選名額及選區有變動者，共有 6個鄉鎮市，分

別敘明如下－桃園市：第 4選區因人口數變動，該市應選

名額增加 1席（為婦女保障名額增加），共計 27 席。龜山

鄉：因人口數變動，第 2選區減少 1席，第 4選區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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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該鄉應選名額仍維持為 18 席。蘆竹鄉：第 2選區因

人口數變動，增加 2席，共計 18 席。楊梅鎮：因平地原

住民人口數變動，增加一個平地原住民選區，該鄉應選名

額仍維持為 18 席，故第 2選區減少 1席。龍潭鄉：因平

地原住民人口數變動，增加一個平地原住民選區，該鄉應

選名額仍維持為 16 席，故第 1選區減少 1席。新屋鄉：

因人口數變動，第 1選區增加 1席，第 4選區減少 1席，

該鄉應選名額仍維持為 11 席。 

10.本次選舉全縣共設置 1042 個投開票所，較上次 98 年三

合一選舉增加 42 所（增加情形：桃園市 12 所、龜山鄉 2

所、八德市 1所、蘆竹鄉 8所、大園鄉 2所、中壢市 9

所、楊梅鎮 6所、新屋鄉 1所、觀音鄉 1所），投開票所

全縣工作人員共計 12,741 人。 

11.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員額編制，為應選舉之需，全縣

共計 238 人，並由本會核發派兼令。 

12.本次選舉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受理候選人登記，共

計受理代表 334 人，村里長 969 人。 

13.候選人資格經本會委員會議審定結果，符合規定，准予

登記之候選人：代表 334 人（同額競選有 5個選舉區共 13

人），村里長 966 人（同額競選之村里為 134 個村里）。 

14.本次選舉於 99 年 5月 28 日前，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

心舉辦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藉以加強各工作人員

對投開票所作業流程、實務及相關法令等之瞭解，務求

工作人員在執行職務時能迅速確實辦理，並達零缺點目

標。 

15.全縣 13 鄉鎮市選舉票之印製，由桃園市神才印刷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印製期程由本會排定各鄉鎮市選務作

業中心負責，本會派員前往督導、聯繫並如期順利完成。 

16.選舉結果當選人數為代表 225 人，村里長 482 人，本會

並於 99 年 6 月 18 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17.本次代表（225 人）、村里長（482 人）當選證書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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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派員轉送各當選人。 

二、監察業務 

1.我國現行選舉監察制度，採行政監察與刑事監察分立，前

者由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體系來處理，並為維持選舉公

平、公正進行之秩序，由地方公正人士組成選舉監察委員

會及監察小組辦理之，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審查及遴選，

並由監察小組為之。本次選舉本會除 5位常任監察小組委

員外，另遴選具有選舉權之公正人士，經中央選舉委員會

聘任選舉期間 24 位監察小組委員及投開票所監察員 2637

人，共同執行各項監察職務。 

2.本次選舉為維持選舉公平、公正進行之秩序，依據本縣政

府警察分局劃分監察小組委員責任分區，執行監察職務，

大略分為:(1)候選人政見稿之審查。(2)候選人競選辦事

處之審查。(3)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審查及遴選事項。(4)

競選活動之監察。(5)刑事案件移請檢察機關偵辦事項。

(6)選務人員違法案件之監察。 

3.競選活動期間及投開票日申告案件，不外乎離投開票所 30

公尺附近候選人或助選員競選助選活動、設置大型競選廣

告物等，其中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撕毀選

票 2件及攜帶手機進入投開票所 1件，業依委員會決議之

裁處，辦理相關行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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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語 
   本次選舉係最基層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爭十分激

烈，選務也非常瑣碎繁重，本會全體同仁皆能秉持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依法行政，任勞任怨，全力以赴，加上選舉

期間本縣各機關學校及各界人士鼎力配合，支持擔任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發揮團隊精神，而能順利圓滿達成任務，獲各

界之肯定與好評，謹將此次選務經驗，錄供下次選舉參考，

本會亦當檢討選務工作得失，發揮優點、改進缺點，更精益

求精，且往後將透過不斷的宣導，提昇民眾守法習慣，理性

參與選舉，以促使每一次的選舉皆能在守法、理性、和諧的

氣氛下，順利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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