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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本手冊

這本手冊主要是提供給智能障礙者、文字閱讀能力有困難的人
所使用的易讀版投票說明手冊，說明民國 109 年 1 月 11 日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流程，以及
相關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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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透過投票，
來選擇服務我們國家的人。�
例如： 是我們投票選出來
管理國家的人。

，又叫立委，
也是我們選出來制定法律的人。

是可以投票的人，
身心障礙者跟其他人民一樣
有投票的權利，
我可以投票選我支持的候選人。

投票對我們很重要，因為總統或
這些被選出來的人所作的決定
會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例如：醫療照顧、無障礙設施、
交通設備�......�等等。

什麼是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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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1月 11 日星期六
將舉辦 2�種不同類型的投票，
包括：
�
1.�總統、副總統選舉
2.�立法委員選舉

民國 109 年的選舉內容

總統是負責帶領國家的人，
可以管理整個國家的事情。例如，
總統可以帶領我們國家的軍隊，
代表我們國家跟其他國家交流。
國家重要的法律，
都需要總統公布才能推動。

立法委員，又叫立委，
是我們投票選出來，
看政府有沒有好好幫我們做事的人，
總共有�113�位立法委員。

政府每年都會花錢提供服務，
立法委員的工作是看錢花的對不對，
看政府有沒有把錢花在
我們關心的事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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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原住民，
我可以選出代表原住民的
立法委員。

每一個地區都會有自己的
立法委員候選人，
得到最多票的候選人
就是區域立委。

:

:

立法委員選舉包括：

    

每一個政黨都有全國不分區立委的
候選人名單，
我可以投給自己支持的政黨，
政黨得到的票越多，
當選的人就會越多，
這些人就是全國不分區立委。

民國 109 年的選舉內容

3



我可以投票嗎 ? 

我必須符合以下�3�個條件
才可以投票 :��

1.

2.

戶籍地址就是身分證上面的地址。
我要在投票日以前，
在中華民國住滿�6�個月，
才可以選總統。

我要在投票日以前，
在選區住滿�4�個月，
才可以選區域立委，或原住民立委。

我要在中華民國住滿�4�個月，
才可以選全國不分區立委。

3.�

我要年滿�20�歲，這表示我是在�
民國 89年 1月 11日之前出生。

我沒有被法院認定 。

什麼是監護宣告？請看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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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候選人參選 ?

在投票之前，
我會收到 2張 ，
一張是立委的選舉公報，�
上面有每個立委候選人的資料。�
例如 :
1.�候選人的號碼
2.�候選人的姓名
3.�候選人當選後想做的事。

我可以透過電視或是網路�
來了解每一個候選人想做的事，
決定我要投票給誰。

另外一張是總統的選舉公報，
上面會有每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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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當天要去投票所投票，
投票所通常會在我家附近，
例如我家附近的學校、
村、里民活動中心。

在投票日前，我會收到 ，
通知單上面會告訴我投票所的地點
和編號。

什麼是投票通知單？請看第�13�頁。

我要如何投票 ? 

投票所開放時間從早上 8點到
下午 4點。

從投票通知單，
我可以知道投哪幾種選票。
這次是總統及副總統與立法委員
投票同一天舉行，
會收到一張投票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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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當天我要記得帶�3�樣東西 :
�1.�身分證
�2.�投票通知單
�3.�印章

投票所入口號碼
要和我的投票通知單上的一樣。

手機不可以帶進去投票所，
工作人員會請我先把手機
放在籃子裡面，
投完票後再去領回來。

進入投票所時，工作人員會請我
提供身分證跟投票通知單，
他們會確認我的身分。

我要如何投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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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投票所之後要先領選票：
①�先把身分證、投票通知單
�����跟印章給工作人員。
②�工作人員會在我的 ������
�����上蓋章。
③�蓋完章之後會發給我 。

什麼是選舉人名冊？請看第13頁。
什麼是選票？請看第14頁。

如果我忘記帶印章，也可以用簽名
或是按指印來代替蓋章。

領到選票之後，工作人員會
引導我去圈票處進行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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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會有白色 跟紅色印泥。�
把圈選工具沾上紅色印泥，
然後蓋在我支持的候選人的
號碼欄位上。

什麼是圈選工具？請看第14頁。

每�1�張選票只能蓋�1�個章。
要用� ，
沾上紅色的印泥，�
不可以用蓋手印的方式。

假如我沒有辦法自己蓋選票，
我可以請家人或是投票所的
工作人員來協助我。

我要如何投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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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也有提供無障礙的圈票處�。

在圈票處蓋完選票之後，
不能讓別人看到我投給誰。

離開圈票處之後，
我要依照選票的顏色，
投進跟選票顏色一樣的 。
例如：我拿的是粉紅色選票，
就把選票投進粉紅色顏色的投票箱。

什麼是投票箱？請看第14頁。

視障者可以使用投票輔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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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不能帶進投票所，�
可以先放在外面的籃子裡，
如果把手機帶進去投票所
會被罰錢。

投票所內要保持安靜，
不可以大聲吵鬧。

選票內容要保密，如果我故意讓
別人看到我的選票內容，
會被關起來。

投票時要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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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箱內只能放選票，
如果將選票以外的東西投入投票箱，�
會被罰錢。

故意撕毀選票，會被罰錢。

選舉當天在投票所現場
要保持安靜，
不可以叫別人選我要選的人，
也不能
穿著有候選人號碼的衣服跟帽子，
進去投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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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專有名詞說明 

監護宣告：
是指民法規定，
對自己的行為無法用理智判斷，
無法理解他人所要表達的事情時，
他的家人可以向法院申請監護宣告。
這些被法院判定受監護宣告的人
不能進行投票。

投票通知單 :�
投票通知單會有我的姓名、投票所、�
我有投票權的選舉種類。

選舉人名冊：
選舉人名冊上有我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地址及蓋章欄，領票時，
工作人員會使用我的印章或請我簽名
或蓋指印，用來確定我已經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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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箱 :�
不同的選舉會用不同顏色的投票箱，
要依照選票的顏色投入
一樣顏色的投票箱。

選票 :�
選票上印有候選人的姓名、照片、�
編號，以及讓我圈選的欄位，
不同的選舉會使用
不同顏色的紙印製。

圈選工具 :
圈選工具是白色的，
是用來蓋選舉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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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資訊 

其他關於選舉的相關資訊�可以參考:
中選會網站�www.cec.gov.tw

電話可撥打�(02)�2356-5226

中選會的民意信箱 :�
post@c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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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與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投票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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