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選舉委員會第 197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8 日 10 時 00 分。 

二、地    點：本會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張主任委員忠民、盧委員志輝、楊委員財祥、張委

員清福、林委員乃秋、李委員永澤、翁委員麗

月、楊委員成家、許委員乃祥。 

四、列席人員：何監察小組委員莉莉、第一組吳組長世榮、第二組

蔡組長美玉、第三組陳組長立人、第四組陳組長天

平、人事室蔡主任流冰、政風室陳主任治平(請

假)、主計室魏主任仕傑(請假)。 

五、主    席：張主任委員忠民       記  錄：唐敏毅  

六、主席致詞：略 

七、第 196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決定：紀錄確認。 

八、上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金門縣選舉委員會第 196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號 案由 決議 
辦理 

單位 
執行情形 

1 

有關第 9屆立法委員

金門縣選舉區缺額

補選候選人資格審

查，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第一組 

本會於 108年 2月 11日

函送候選人登記資料送

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所有候選人資格經該會

108 年 2 月 19 日中選務

字第 10831500893 號函

審定符合資格。 

2 

擬訂「第 9屆立法委

員金門縣選舉區缺

額補選公辦電視政

見發表會實施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第三組 

本會以 108年 2月 23日

金選三字第 1083150053

號函通知候選人參加政

見發表會，並於 108年 3

月 6日辦理完成。 

3 

擬訂「第 9屆立法委

員金門縣選舉區缺

額補選候選人姓名

號次抽籤作業須知

(草案)」1 份，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第一組 

本會以 108年 2月 27日

金選一字第 1083650008

號函送計畫予本會各人

員及各鄉鎮選務作業中

心。 



 

九、重要指示（令、函）及處理情形 

來文 
內容摘要 處理情形 

項次 單位 時間 字號 文別 

1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8 

2 

14 

中選人字第

10837500551號 
函 

本會辦理「107年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績

效等第，經中央選舉委員

會評定為「甲等」。(P.12-

13) 

據以辦理本會各委員、

監察小組委員、職員、

常、臨兼人員之請頒獎

狀、敘獎及獎懲建議事

宜。 

2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8 

2 

19 

中選務字第

1083150086號 
函 

中央選舉委員會修正「選

務精進革新推動工作圈實

施計畫」。(P.14-19) 

一、本會分配於第 2分

組，討論議題為

「投開票作業」。 

二、工作圈會議每 2週

由組長選委會召

開1次，期程自108

年 1 月 25 日起至

5月 31日止。 

3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8 

2 

25 

中選務字第

1083150094號 
函 

檢送「第 15任總統、副總

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

第1次選務工作協調會議」

會議紀錄 1份。(P.20-26)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

與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投票日期暫訂於 109

年 1 月 11 日，俟中選

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4 

臺北

市選

舉委

員會 

108 

2 

26 

北市選一字第

1080000396號 
函 

檢陳「選務精進革新推動

工作圈各分組計畫表」1

份。(P.27-29) 

臺北市選委會為選務

精進工作圈第 2分組組

長，該分組依地域再分

為北、中、南區等 3區

小組，本會為北區小組

成員，自 108 年 3 月 5

日起每 2週開會 1次。 

5 

臺北

市選

舉委

員會 

108 

3 

7 

北市選一字第

1083150058號 
函 

檢送「研商執行中央選舉

委員會選務精進革新推動

工作圈實施計畫第 1 次會

議討論事項會議紀錄」1

份。(P.30-33) 

本會為北區小組成員，

小組負責公投票之設

計與印製方式、選舉開

票結果處理方式及老

年、身心障礙選舉人

（投票權人）優先投票

措施等 3項議題。 

 



十、重要工作報告： 

一、本會主任委員一職，經行政院 108年 2月 15日院授人培字

第 1080027009 號函核定由金門縣政府張忠民秘書長擔任，

原代理主任委員盧志輝先生仍為委員。 

二、第 9 屆立法委員金門縣選舉區缺額補選選舉人數 117,730

人，投票人數 24,968 人，有效票數 24,803 票、無效票數

165票，投票率 21.21%，選舉概況如 P.34。 

十二、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第 9 屆立法委員金門縣選舉區缺額補選當選人名單，提

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第 9 屆立法委員臺南市第 2 選舉區、彰化縣第

1 選舉區及金門縣選舉區缺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

次序 25 辦理。 

二、檢陳第 9 屆立法委員金門縣選舉區缺額補選選舉結

果清冊 1 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臨時動議： 

 楊成家委員建議：委員奉派執行抽籤及公辦政見發表會任務

應酌以發給工作津貼。 

十四、主席結論：今天謝謝各位委員百忙中來參加這次的會議，關

於楊委員的建議，請業務單位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爭

取。第 9屆立法委員金門縣選舉區缺額補選藉由本

會委員及各位同仁豐富的選務經驗下，整個選舉事

務在平和的過程中圓滿完成任務。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也將於本年年底陸

續展開，選情必然競爭激烈，選舉結果也將關係到



國家的發展與前途，本會應秉持以往公平、公正及

公開的最高指導原則及累積的選務經驗盡心籌畫

大選事宜，再次謝謝大家。 

十五、散會： 十時四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