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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98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5年 12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貳、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陳委員淑美、郭委員應義、周委員傑民、阮委員慶文、

黃委員健弘、林委員柏鴻、王委員英俊、余委員世銘。 

肆、請假委員：謝代理主任委員公秉、陳委員建榮。 

伍、列席人員：謝代理組長雲詠、劉組長玉鳳、盧主任韋宏、游主任

燕玲 

陸、主  席：郭委員應義            記錄：王康婷雅 

柒：主席致詞： 略 

捌、報告事項： 

  一、第 297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第  1 案：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  由：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交下請查復有關本（105）年

8月間時任○○市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涉為

本縣花蓮市長補選候選人○○○，接受媒體採訪時

為候選人宣傳及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

案，提請審議。  

執行情形：依監察小組建議裁罰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決    定：本會於 12月○○日開具 105年度處字第○○○號裁

處書，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二、上級來文摘錄報告： 

來 文 單 位 摘     錄 備註欄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5年 12月 9日中選法

字第 1050026045號函 
總統 105年 12月 7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50301號令修正公布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二十七條條文(如附條文)。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5年 12月 19日中選法

字第 1050026152號函 
總統 105年 12月 14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5548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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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罷免法第九節節名及第八十六條

之一條文；刪除第四章章名；並修正第十

一條、第三章章名、第六節節名、第四十
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九

條至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九條、第九節第

一款款名、第七十六條、第九節第二款款
名、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三

條、第八十六條、第九節第三款款名、第

八十七條、第九十條、第九十四條、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十條及

第一百二十四條條文(如附條文)。 

 

三、工作報告 

    第一組： 

(一) 本縣吉安鄉宜昌村范來新村長因罹患重病，致不能執行職務    

繼續1年以上，吉安鄉公所遂依地方制度法於105年12月5日

解除宜昌村范來新村長職務，所遺任期仍有2年又20天，應

自前開事實發生之日(105年12月5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二）上開吉安鄉宜昌村第20屆村長缺額補選期間，依法自106    

年1月10日起至106年2月25日止，為期1個半月；因補選期間

內適逢春節假期且2月18日(星期六)補上班上課，投票日遂

擬訂於106年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4時舉辦。 

（三）本會針對此次補選，表定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自106年1月10

日起至106年3月5日止，並分別擬訂106年1月25日(星期

三)、106年2月18日(星期六)及3月2日(星期四)召開3次委員

會議審議且依法符合三個月內完成補選工作。 

第四組：前○○市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於105年8月○日為花

蓮市長補選候選人○○○，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及

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確定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45條第3款及第6款規定，業經本會第297次委員會議

審議裁定，依同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處○員新臺幣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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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本會於12月○○日開具105年度處字第○○○號裁處

書，以郵政送達方式寄送定於106年1月25日前限期繳納。 

主計室：105會計年度將屆，為利年度結帳，請各組（室）依下列時

程辦理各項經費申請、核銷等作業。 

1.本年度各項經費支出之動支申請：105年 12月 30日前。 

2.本年度預算暨以前年度保留案之核銷：106年1月6日前。 

行政室： 

（一） 本會為配合政府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達節能減碳及節水之效益，本(105)年度11月安裝阿波羅拉

門改善本會辦公廳舍空間，於夏日可因辦公空間減少，增

加冷氣之效益;並於一樓廁所設置感應水龍頭及馬桶水箱

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以達省水目的。 

（二） 本會依慣例已完成105年度消防安全檢查，並預計本(105)

年12月底就檢查結果 (如：緊急照明不足、逃生升降梯腳

架生鏽、消防水管)辦理改善，以維護本會建築安全。 

（三） 本會大門、車道電動鐵門自86年設置至今未曾粉刷維護，

已有生鏽及油漆脫落之情形，為延長其使用效能在本年度

預算內，辦理油漆粉刷防鏽工作，業已完成。 

  

 

四、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

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 1份，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花蓮縣政府 105年 12月 8日府民自字第

1050231767號函辦理。 

二、 吉安鄉宜昌村范來新村長因罹患重病，致不能執行職

務繼續 1年以上，吉安鄉公所遂依法於 105年 12月 5

日解除宜昌村范來新村長職務，所遺任期仍有 2年又

20天，應自前開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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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會應業務需要，擬訂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俾

利選務之推展(如附件)。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函送吉安鄉公所等有關機關知

照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

選，選舉期間及辦理選務工作重要期程(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公職人員補選之「辦理選舉期

間」規定，本次宜昌村村長補選，本會及吉安鄉公所

辦理選舉期間，自 106年 1月 10日起至 2月 25日止，

計 1個半月。 

二、 為應業務需要，選務工作重要期程自106年1月10日起

至106年3月5日止，俾利選務工作之順遂並依法符合三

個月內完成補選工作。（如附件）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送有關機關知照。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訂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之選

舉種類、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及地點、選舉區之

劃分、應選名額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事項選舉公告」

稿乙份，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第

41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4款、第 25條辦理。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於 106
年 1月 10日張貼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4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訂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候選

人申請登記、領表之起止日期、時間及地點與應具備

表件、份數及應繳納保證金等事項登記公告」稿乙份，

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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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8 條、第 32 條第 1項、

第 38條第 1項第 2款、第 4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21條、第 22條第 4款、第 23條第 1項等規定

辦理。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於 106

年 1月 12日張貼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5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候選

人申請登記須知」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4條、第 24條、第 26

條、2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5條相關規定辦理。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轉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據以製

作登記表件並附掛於公所網站，提供候選人上網下載。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6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公告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

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二、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 屆村長缺額補選投開票所

設置地點計 3處所。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函送吉安鄉公所於 106年 1月

13日張貼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7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投開票

所管理人員配置標準(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條第 1項、第 2項暨同法施

行細則第 36條規定，投開票所置主任管理員 1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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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員 3-14人，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管理員
須半數以上公教人員；本會委請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

中心)依規定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

派之。 

二、 投開票所管理人員設置標準，擬參考 103年五合一選

舉設置投開所、選舉人數估算及投開票作業實際需要

辦理。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據以遴

派投開票所管理人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8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

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草案)1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條規定辦理。 

二、 本次補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包括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預備員及選務

作業中心人員），由本會提供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含電子檔)委請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辦理。 

三、 投票日前另針對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作

重點提示。 

四、 講習日由本會另派員實地督導。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據以

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9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編造

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草案 1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使造冊工作人員熟悉相關法令及避免錯漏情事發

生，特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同法施行細則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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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等，擬訂注意事項，俾利工作人員遵循。 

二、 檢附「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編造

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草案 1種。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轉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及吉安鄉公所據以

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0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擬定本會辦理「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

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監察業務執行程序表」草

案 1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確實掌握監察業務作業程序，參照本會訂頒之選務

工作進行程序表及相關規定而擬定。 

二、 本草案經本會 105年度監察小組委員第 7次會議審議

通過。 

三、 檢附上開執行程序表草案 1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1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

投開票所應置監察員名額基準，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投票所、

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員若干人，監察投票、

開票工作。除候選人僅一人時，置監察員一人外，每

一投票所、開票所至少應置監察員二人。同條第 3項

第 1款規定，監察員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薦，

但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由其所屬政黨推薦。同條第

4項規定，如指定之監察員超過該投票所、開票所規

定名額時，以抽籤定之。但投、開票所監察員不得全

屬同一政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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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補選吉安鄉宜昌村共設置投開所 3所，擬依投開

票作業實需，每所設置監察員 2名。 

三、 復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第 5項規定，除候選

人僅 1人外，各投開票所推薦不足二名之監察員時，

由本會遴派之。 

四、 案經本會105年度監察小組委員第7次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2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擬定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

補選監察業務請公所協助辦理事項作業規定」草案 1

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及時掌握時效並簡化作業程序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訂定相關監

察業務請公所協助辦理事項作業規定。 

二、 本草案經本會 105年度監察小組委員第 7次會議審議

通過。 

三、 檢附上開作業規定草案 1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3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擬定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

補選候選人或政黨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抽籤作業規定」

草案 1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第 3項第 1款及同條第

4項規定，如指定之監察員超過該投票所、開票所規定

名額時，以抽籤定之。 

二、 次按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5條第 2

項規定，候選人或政黨得就其所推薦之監察員指定投

票所、開票所執行投票、開票監察工作。同一投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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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所以指定一人為限。其指定之監察員超過該投票

所、開票所規定名額時，由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

小組公開抽籤定之，並由選舉委員會事先通知候選人

或推薦監察員之政黨代表到場。 

三、 本草案經本會 105 年度監察小組委員第 7 次會議審議

通過。 

四、 檢附上開作業規定草案 1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 會 

時間：上午 12點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