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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選舉委員會辦理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民投

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實施計畫 
110年7月7日核定 

110年8月27日奉核修正                                       

壹、 計畫依據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0年5月6日中選務字第1103150196號函辦

理。 

貳、 計畫目的 

一、新竹市選舉委員會(下稱本會)辦理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

竹市地方性公民投票(投票日期：110年12月18日)，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提供衛生安全的投票空間，保障投票權

人投票權之行使，維護投票權人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的健康安

全，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會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及中央選舉委員會

規劃，與新竹市政府民政、衛生、警政及區公所(選務作業中

心)等單位共同合作及訂定本計畫，務使選務人員執行防疫工

作有依據可循，並透過嚴密執行防疫措施，預防因公民投票

造成疫情蔓延與擴大。 

參、 分工任務 

 分工機關/單位 任務 

本會 

1. 規劃、指揮、協調及執行公投各項防疫措施。 
2. 統籌各項防疫物資配置。 
3. 規劃與辦理防疫宣導。 

新竹市各區公所

(選務作業中心) 

1. 協調及執行投開票所各項防疫措施，並進行事前

事後防疫清潔消毒。 
2. 掌握投票權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與自主健康管

理者之情形。 
3. 違反居家檢疫規定前來投票者及參觀開票者之處

置。 
4. 辦理防疫宣導。 

新竹市政府 
民政處 

1. 投票權人居家檢疫情形通報。 
2. 違反居家檢疫規定前來投票者及參觀開票者之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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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家檢疫相關事項聯絡窗口。 

新竹市衛生局/ 
各衛生所 

1. 投票權人居家隔離情形通報。 
2. 違反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規定前來投票者及

參觀開票者之處置。 

3. 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相關事項聯絡窗口。 
4. 裁罰機關。 

新竹市警察局/ 
各分局 

1. 維持投開票所秩序。 
2. 協助違反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相

關規定前來投票者之處置。 

肆、 防疫措施 

一、 投票前相關整備作業： 

(一) 資源整備： 

1. 本會建立與新竹市政府民政、衛生、警政及區公所之

聯繫窗口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 

2. 掌握投票權人是否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接獲「自

主健康管理通知書」之情形： 

(1) 居家隔離者及居家檢疫者，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辦

理，並依公民投票法第22條規定，不得進入投票所投

票及參觀開票。另投票權人如係符合病例定義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經醫院安排採檢，由

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於接

獲通知檢驗結果前，應留在家中，不可外出，亦不得

進入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本會及區公所得向新竹

市衛生局聯繫取得相關人員資訊。 

(2) 各區公所里幹事或各區衛生所於每日電話追蹤及關懷

前項民眾健康狀況時，請加強提醒投票日切勿前往投

票及參觀開票。 

(3) 本會及區公所於投票日前及投開票當日，加強宣導不

得進入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之投票權人；並請衛生

單位及民政單位於投票前1日，提醒該類人員勿外出

投票。 

(4) 區公所於公投日前1日，需掌握居家隔離者、居家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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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者及符合病例定義之通報個案，經開立「自主健康

管理通知書」，尚未接獲通知檢驗結果者之名單；於

投票日，如接獲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通報有疑似個案

時，請立即協助查詢是否為上述類別人員。 

3. 本會及各區公所確實盤點防疫物資(口罩、手套、額溫

槍、酒精、擦拭毛巾或紙巾等)及圈選工具數量。圈選

工具，以圈票處遮屏數量5倍以上備置為原則，以利消

毒更換。 

4. 各區公所應依據「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

性公民投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風險評估檢

核表」(如附件1)，辦理風險評估檢核。 

5. 投票所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C-19)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定」規劃

辦理。 

(二) 事前宣導：各分工單位應以多元管道通知（例如使用公

民投票公報、網站或大眾媒體、第四台跑馬燈或里廣播

等）投票民眾注意以下事項： 

1. 注意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並維持手部清潔，如發

生發燒(耳溫≧38℃；額溫≧37.5℃)、咳嗽、呼吸道症

狀或身體不適，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息。 

2. 投票權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排隊時，以投票

所內保持1.5公尺以上，投票所外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為

原則，如有發燒、咳嗽或呼吸道症狀者，應請與他人

保持1.5公尺以上之距離。投票所外通道每間隔1公尺於

地面標示1公尺社交距離，視通道情形，以標示20公尺

為原則。投票所內督導投票權人投票時，以保持1.5公
尺以上距離為原則，另考量投票所內空間及發票作業

需要，領票處前方地面以適當距離標示，以保持社交

距離。 

3. 如為居家隔離者或居家檢疫者，請依傳染病防治法規

定辦理，並依公民投票法第22條規定，不得進入投票

所投票及參觀開票。另投票權人如係符合病例定義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經醫院安排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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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

書」，於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應留在家中，不得進

入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 

4. 進入投票者及參觀開票之民眾應配載口罩。 

(三) 投開票所安排： 

1. 各區公所於投票前1日應先進行場所及周遭環境消毒。 

2.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佈置投(開)票所，應保持空氣

流通及環境整潔，並執行消毒工作。 

3. 投票所外應設置簡易檢疫站，備置額溫槍量測投票權

人體溫，並配置酒精提供民眾使用。 

4. 為提醒投票民眾注意防疫措施，應於入口處或明顯處

張貼宣導海報，請民眾佩戴口罩投票及參觀開票。 

5. 規劃適當動線，設置防疫專用遮屏，並提供防疫手套

給有發燒、咳嗽或呼吸道症狀的投票權人使用。 

(四)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防護：工作人員如有發燒、咳嗽、呼

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應儘速就醫，不得參與選務工

作，並通知區公所或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由區公

所調度預備員，協助執行後續選務作業。 

二、 投票時注意事項： 

(一) 工作人員整備作業： 

1. 投票開始前，主任管理員應再次確認各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有無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等症

狀，並回收檢視「健康聲明表」(附件5)。工作人員如

有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者，或「健康

聲明表」有勾選「是」之情形，不得參與選務工作，

由主任管理員通報區公所調派預備員替補。 

2. 工作人員投票全程佩戴口罩，另查驗國民身分證及領

票處工作人員(含查驗國民身分證、核對投票權人名冊

及發公投票者)應佩戴防疫手套及護目面罩，避免直接

接觸，並與投票權人保持1.5公尺距離。簡易檢疫站工

作人員亦應佩戴防疫手套及護目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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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口體溫檢測及出入口消毒： 

1. 簡易檢疫站之檢疫人員應確實量測投票權人體溫，並

提供酒精消毒手部。 

2. 投票權人離開投票所前，提供酒精再次消毒。 

3. 檢疫人員優先調派具醫護背景人員或校護人員擔任簡

易檢疫站防疫人員，若無相關人員則由各投開票所主

任管理員自行調配辦理防疫措施。 

(三) 請投票權人佩戴口罩進入投票所投票： 

1. 投票權人需佩戴口罩，方能進入投票所投票。對於未

佩戴口罩之投票權人，投票所工作人員主動提醒、依

法勸離，請其佩戴口罩始得進入。如經勸導，仍不願

佩戴備用口罩進入投票所者，依下列程序處理： 

(1) 請警衛人員協助蒐證，由主任管理員填具「投票日違 
反防疫事件通知書」(附件6)，迅即通知警察機關派員

協處並通報區公所層轉本會。 

(2) 為免影響選務進行，違規者及「投票日違反防疫事件

通知書」由警察人員帶至警察局，會同本會選監小組

委員，完成訪談紀錄表(附件7)後，併同「投票日違反

防疫事件通知書」，即得移區公所層轉本會。 

(3) 本會檢具違規移送案件文件檢核表(附件8)等，移送新

竹市政府民政處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爰

同法第70條第1項規定，裁罰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
元以下罰鍰。 

2. 投票權人如有發燒症狀，應請其佩戴防疫手套並登記

姓名與聯絡電話(附件2)，由工作人員依投票權人國民

身分證核對其姓名無誤後，再進入投票所領票，並引

導至適當動線（與其他民眾保持1.5公尺以上的距離），

使用防疫專用遮屏圈票，並於該投票權人離開投票所

前收回手套，統一予以銷燬，該投票權人投票完畢

後，立即進行圈票處遮屏消毒，並更換圈選工具。 

3. 現場準備充足之備用口罩給予未戴口罩之發燒、孕

婦、慢性病患或有呼吸道症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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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票所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領票處管理員核對投

票權人身分時，應請投票權人脫下口罩，以利核對前

來投票者容貌與其國民身分證相片是否相符；投票權

人脫下口罩時，須與查驗人員及前後投票權人維持1.5
公尺之社交距離。 

(四) 工作人員在引導投票權人排隊時，以投票所內保持1.5公
尺以上，投票所外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為原則，並宣導維

持個人衛生禮節。 

(五) 投票所如設置於學校，請投票權人於完成投票後儘速離

開學校，不得於標示範圍外逗留。 

(六) 於投票日，主任管理員或檢疫人員如發現有疑似居家隔

離者、居家檢疫者或符合病例定義之通報個案，經開立

「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尚未接獲通知檢驗結果者之

人員，請立即向區公所查詢是否為上述類別人員。 

(七) 發現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請主任管理員或檢疫人

員依第玖點第一、二項通報流程處理。 

(八) 發現符合病例定義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

案，經醫院安排採檢，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自主

健康管理通知書」，尚未接獲通知檢驗結果者，請主任管

理員或檢疫人員依第玖點第一項通報流程處理。 

(九) 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案例，請主任管理員或檢

疫人員依第玖點第三項通報流程處理。 

(十) 發票處、圈票處遮屏、圈選工具及投票權人、投票所工

作人員座位、常接觸之處，應定時由投票所工作人員利

用空檔以酒精消毒，圈選工具並經常更換。 

(十一) 主任管理員針對「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

方性公民投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風險評估檢

核表」(附件1)，辦理風險評估檢核。 

三、 開票時注意事項： 

(一) 投票時間截止，投票所改為開票所，工作人員應先消毒

作業台後開始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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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票人員佩戴防疫手套執行開票作業。 

(三) 開票時應全程佩戴口罩，唱票人員及記票人員可搭配擴

音設備執行唱票及記票作業。 

(四) 在開票所外設立簡易檢疫站，觀看開票程序的民眾於進

入前，應由檢疫管理員先量測體溫，並登記姓名與聯絡

電話(附件3)。如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症狀

者，不得進入。 

(五) 宣導進入開票所觀看民眾，須佩戴口罩，並保持1.5公尺

以上距離，或採梅花式安排座位為原則，並維持衛生禮

節。對於未佩戴口罩之參觀開票民眾，請開票所工作人

員主動提醒、依法勸離，請其佩戴口罩始得進入。如經

勸導，仍不願佩戴備用口罩進入投票所者，依下列程序

處理： 

1. 請警衛人員協助蒐證，由主任管理員填具「投票日違 
反防疫事件通知書」(附件6)，迅即通知警察機關派員

協處並通報區公所層轉本會。 

2. 為免影響選務進行，違規者及「投票日違反防疫事件

通知書」由警察人員帶至警察局，會同本會選監小組

委員，完成訪談紀錄表(附件7)後，併同「投票日違反

防疫事件通知書」，即得移區公所層轉本會。 

3. 本會檢具違規移送案件文件檢核表(附件8)等，移送新

竹市政府民政處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爰

同法第70條第1項規定，裁罰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
元以下罰鍰。 

(六) 開票所如設置於學校，請參觀完開票之民眾儘速離開學

校，不得於標示範圍外逗留。 

(七) 開票完成後，開票場所及投開票所應用物品進行消毒。 

四、 配合實聯制措施指引有關投票權人及參觀開票民眾個人資料

之蒐集： 

(一)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登記民眾個人資料前，應出示「個人

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書」(附件4)，請民眾詳閱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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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填寫個人資料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以遮蔽或其

他適當方式保護先填寫者之個人資料，避免後填寫者得

閱覽先填寫者之個人資料。 

(三) 投開票完畢後，前開民眾登記之個人資料，區公所應善

盡資料安全維護義務，並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四) 區公所對於前開投票權人、參觀開票民眾提供之個人資

料僅可保存28日，屆期即應主動將資料予以銷毀，並應

留存執行銷毀之項目及日期等紀錄。 

伍、 投(開)票所消毒作業 

一、 投票所設置前，區公所針對投票所周遭環境應進行全面消毒

工作。 

二、 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前1日佈置投票所時，應先進行內部

消毒。 

三、 投票過程中各項物品、用具及場域每一小時至少簡易消毒1
次。 

四、 投開票結束後歸還場地前，區公所針對開票所周遭環境應進

行全面消毒工作。 

陸、 風險評估檢核 

一、 為落實辦理風險評估檢核，請各區公所依據「110年全國性公

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民投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風險評估檢核表」(附件1)辦理檢核，各區公所於辦理檢

核作業時，每1投票所均應填具1張檢核表，其中第1項至第12
項檢核項目，由各區公所進行檢核，第13項至第30項由投開

票所主任管理員進行檢核，逐一勾選符合或填具待改進事

項，檢核表須填具檢核日期，並由檢核人員簽章。 

二、 填竣之檢核表正本留存各區公所，影本1份報本會備查。 

柒、 防疫物資 

一、 額溫槍：每1投開票所備置1支額溫槍。 

二、 消毒用酒精：每1投開票所入口處及出口處各備置至少1瓶。 

三、 口罩：提供工作人員及未戴口罩之發燒、孕婦、慢性病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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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呼吸道症狀者投票權人使用，每1投票所備置150片(3盒)口
罩。 

四、 手套：提供工作人員及有發燒、咳嗽或呼吸道症狀的投票權

人使用，每1投票所約70雙。 

五、 防疫遮屏：每1投票所1組。 

六、 擦拭毛巾或紙巾：酌量備置。 

七、 護目面罩：每1投票所至少5組。 

八、 擴音設備：視需要備置。 

捌、 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一、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填寫健康聲明表(附件5)，並落實自我健

康狀況監測，並於點算、領取公投票、佈置投開票所及於投

開票所執行職務時量測額溫或耳溫，倘有發燒(耳溫≧38℃；

額溫≧37.5℃)、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區公所或主

任管理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並

立即調派預備員遞補選務工作。 

二、 投開票期間，全體工作人員均應佩戴口罩，投票時查驗國民

身分證、領票處(含查驗國民身分證、核對投票權人名冊及發

公投票者)及簡易防疫站工作人員應佩戴防疫手套；開票時，

開票人員請佩戴防疫手套執行開票作業。 

玖、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或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

程如有違反者，依下列流程進行通報，並確保主任管理員及檢疫

人員皆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一、 居家隔離者及自主健康管理尚未接獲檢疫結果者：主任管理

員(或檢疫人員)通報區公所，並請投票所警衛人員回報轄區警

察單位；區公所接獲後，通報本會轉報新竹市衛生局。 

二、 居家檢疫者：由主任管理員(或檢疫人員)通報區公所，並請投

票所警衛人員回報轄區警察單位；區公所接獲後，通報本會

及新竹市政府民政處，並由本會轉報新竹市衛生局。 

三、 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由主任管理員(或檢疫人

員)立即通報區公所，區公所立即轉通報當地衛生所，由衛生

單位連繫消防局派遣救護車後送指定醫院，後續並配合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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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若為一般身體不適或受

傷之民眾(非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由主任管理員

(或檢疫人員)立即通報區公所，並撥打 119 派遣救護車送醫。 

四、 各區公所於接獲投開票所通報後，應立即通報本會知悉。 

壹拾、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之；並視投票

日當時疫情狀況、疫情指揮中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新竹市政府

公布之相關防疫規定，隨時進行滾動式防疫措施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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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民投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風險評估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類別 編號 內 容 符合 待改進事項 

投票前

相關準

備作業 

1 
市選委會邀集新竹市政府民政、衛生及警政單位進行

風險評估檢核，並訂定防疫措施計畫。區公所已清楚

瞭解並依計畫規定辦理。 

  

2 
市選委會建立相關單位(如衛生、民政及警政單位)之聯

繫窗口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區公所已清

楚瞭解並依計畫規定辦理。 

  

3 
於投票日前及投開票當日加強宣導是類人員不得進入

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並於投票前1日主動提醒該類

人員勿外出投票。 

  

4 
盤點防疫物資(口罩、手套、額溫槍、消毒用酒精、擦

拭毛巾或紙巾適量)。 
  

5 盤點圈選工具數量。   

6 
多元管道通知（使用公民投票公報、網站或大眾媒

體、第四台跑馬燈或里廣播等）投票民眾相關防疫措

施。 

  

7 投票場所先消毒。   

8 
投開票所不宜設於地下室或空氣不流通之處所；投開

票所如設於地下室，應有通風設備。 
  

9 於投開票所外設簡易檢疫站。   

10 投開票所入口處或明顯處張貼防疫措施宣導海報。   

11 規劃適當動線，設置防疫遮屏。   

12 
提供防疫手套給有發燒、咳嗽或呼吸道症狀的投票權

人。 
  

投票時

注意事

項 

13 

確認全體工作人員填寫健康聲明表，且無發燒、咳

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等症狀，工作人員如有發

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或健康聲明表有

勾選「是」者，不得參與選務工作，另通報區公所調

度預備員。 

  

14 工作人員全程佩戴口罩。   

15 
查驗國民身分證、領票處 (含查驗國民身分證、核對投

票權人名冊及發公投票者)及簡易檢疫站工作人員應佩

戴防疫手套及護目面罩。 

  

16 
投票所外設簡易檢疫站，量測投票權人體溫，並提供

酒精給予民眾後，再入場領票。 
  

17 
工作人員引導投票權人排隊時，以投票所內保持1.5公
尺以上，投票所外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為原則。 

  

18 請投票權人佩戴口罩進入投票所投票。   

19 
查驗國民身分證時，請投票權人脫下口罩，投票權人

並與查驗人員及前後投票權人維持1.5公尺之社交距

離。 

  

20 投票權人如有發燒症狀，應登記姓名與聯絡電話，由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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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依投票權人國民身分證核對其姓名無誤後，

請其佩戴防疫手套，並引導至適當動線，使用防疫專

用遮屏圈票，並於該投票權人離開投票所前收回手

套，統一予以銷燬，該投票權人投票完畢後，立即進

行圈票處遮屏消毒，並更換圈選工具。 

21 
準備充足之備用口罩給予未戴口罩之發燒、孕婦、慢

性病患或有呼吸道症狀者使用。 
  

22 

如有發現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及符合病例定義之

通報個案，經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尚未接獲

通知檢驗結果者，以及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案例，通報區公所。 

  

23 
發票處、圈票處遮屏、圈選工具及投票權人、投票所

工作人員座位、常接觸之處，應定時由投票所工作人

員利用空檔以酒精消毒，圈選工具應經常更換。 

  

24 投票所出口處提供酒精給予投票權人離開使用。   

開票時

注意事

項 

25 工作人員消毒作業台後，開始開票。   

26 
工作人員開票時全程佩戴口罩，開票人員佩戴防疫手

套執行開票作業，唱票人員及記票人員可搭配擴音設

備執行唱票及記票作業。 

  

27 
開票所外設立簡易檢疫站，觀看開票程序的民眾於進

入前應先量測體溫，並登記姓名與聯絡電話。 
  

28 

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符合病例定義之通報個

案，經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尚未接獲通知檢

驗結果者，及有發燒症狀者，不得進入開票所參觀開

票。 

  

29 
進入開票所觀看民眾應佩戴口罩，以保持1.5公尺以上

距離，或採梅花式安排座位為原則。 
  

30 
開票完成後，開票場所及投開票所應用物品進行消

毒。 
  

備註： 
   1.編號第1項至第12項由區公所進行檢核，第13項至第30項由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進行檢

核。各項請逐一檢核勾選，如有不符合項目，應填具待改進事項。 
   2.檢核完畢後，正本由區公所留存，影本報新竹市選舉委員會備查。 

                  區   第             投開票所 

    區公所課長：                         (簽章)           年         月        日 

    主任管理員：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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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症狀 

投票權人進入投票所登錄名冊 
             區 

投票所編號：                  

編號 姓名 聯絡電話 進入時間 備註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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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參觀開票作業民眾登錄名冊 

            區 

                                            投票所編號：                  

編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提醒事項 

   

1.進入開票所參觀

開票作業應佩戴

口罩及配合測量

體溫。 

2.有「發燒」(耳
溫≧38℃；額

溫≧37.5℃)症
狀者不得進入開

票所。 

3.居家隔離、居家

簡易、自主健康

管理尚未接獲檢

驗結果者，不得

參觀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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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書 

 
新竹市選舉委員會(下稱本會)為辦理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

方性公民投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傳染病防治法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之「『COVID-19(武漢

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

您的個人資料，請務必詳細閱讀本告知聲明書各項內容。 

一、蒐集機關之名稱：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二、蒐集之目的：本會基於辦理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

性公民投票，配合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蒐集之個人資料項目：本次蒐集、處理與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包含

姓名及聯絡電話等。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投票日起28日內。 

五、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

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行使您提

供的個人資料的權利與方式。 

七、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惟您選擇不提供相關個人

資料時，為保障公共衛生安全，將不得進入投票所投票或參觀開

票。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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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民投票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健康聲明表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學校 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 

通訊地址 

投開票所： 

                 區 

          第             投開票所 

投開票所職務：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管理員             □監察員 

□警衛人員 

1.     年      月     日執行職務前量測體溫結果：         ℃ 

2.過去14天內是否有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等症狀（已服藥者

亦需填寫「是」） ?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腹瀉 □全身倦怠 

□嗅、味覺異常 □四肢無力 □其他(請敘明): 

3.過去14天內曾經到過的國家或地區(國外)？ 

□無 

□有，曾到過：                     

4.過去14天內是否有同住家人從國外回來？ 

□否 

□是 

工作人員簽名：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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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民投票投票日違反防疫事件通知書 

一、違規行為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二：違規地點 

                  區第                      投開票所 

三：違規行為事實： 

（一）違規行為人                     於      年     月      日      時       分進入投開票所時，

未佩戴口罩並經主任管理員口頭勸導不聽，已涉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情事。 

（二）以上行為事實經行為人確認始簽名或蓋章於後：                            

此致 

                   選舉委員會 

                  主任管理員：                     （簽名或蓋章） 

                   主任監察員：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通知書填寫後，請迅即通報區公所層轉新竹市選舉委員會，並請警衛

人員通知警察機關派員協處，將違規人員及本通知書帶至警察局，會同

選監小組委員，製作訪談紀錄表。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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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表 

新竹市           區第            投(開)票所 訪談紀錄表   
於 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受

詢

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住家：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居住地址： 
手機： 

一、請問您是(姓名:            )本人嗎？(請提供身分證或其他證件佐證) 
答： 

二、請問       年      月      日      時     分你(妳)在哪個場所裡？有無配戴口罩? 你(妳)是否經勸導

仍不配戴口罩?是否屬實?請說明。(有錄影或影像畫面為證) 
答： 

三、請問(2020)年12月1日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啟動「秋冬防疫專案」，其中在社區防疫

部分，針對出入八大類場域應佩戴口罩，違反此規定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規

定，爰依同法第70條裁罰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請問您清楚了解嗎? 
答： 

四、以上所述是否為實?有無補充？ 
答: 

五、以上所述是否為自由意識下作答？有無任何財物損失? 

答： 

以下空白 

上列時地，除經受詢人同意交付相關物品外，並無受滋擾勒索，亦無發生財務短少及其他損害等不法情事，且上記錄係經受

詢人親閱或聽明認為無訛後，始簽名蓋章。 
                                           
                                         受詢談話人(違規人員)簽章： 
                                       
                                      發 問 人(警察)簽章： 

 
                                      會同單位人員(選監小組委員)簽章：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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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八大類型場所強制佩戴口罩違規移送案件文件檢核表 

檢具文件內容 完成 

違規民眾個人資料 
(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

電話、地址) 

□是   □否 

現場訪談紀錄 
(請在場人員簽名或蓋章或壓手印) 

□是   □否 

影像或畫面(有日期時間) □是   □否 

 

    投開票所編號： 

    移送單位: 

    承辦人:                          主管: 

附件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