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新北市第1屆議員選舉（第8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第1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
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
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8選舉區（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烏來區）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儀君

62
年
07
月
02
日

女 臺灣省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一、美國西北理工企管碩士
二、台大政治系公共行政組
三、�景美女中、及人中學、中正
國小

一、第七、八屆新店市民代表
二、台北縣新女性青年會理事長
三、新店分局警察志工中隊長
四、及人中學校友會長
五、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副秘書長
六、300B2區國際獅子會第十一分區主席

一、陽光問政：�競選花費不應超乎常理，定期公佈個人財產，保證清廉從政、專
業問政。

二、地方建設：1.新店：�督促安坑特一號道路進度，改善安坑交通。推動修改土
地法規，終止低價徵收、高賣財團損民行為。

　　　　　　　2.深坑：�爭取捷運深坑線後續規劃；爭取公立游泳池、演藝廳設
立；增設社區小型公園。　

　　　　　　　3.石碇：�輔導地方投入社區營造，發揚茶鄉特色產業；北宜國道
客運，增設石碇站。

　　　　　　　4.坪林：�比照兩蔣園區成功經驗，改造軍人監獄為文創產業園
區；推動觀光茶園，活絡地方經濟。

　　　　　　　5.烏來：�催生「峽谷天空步道」地標，闢建停車場至福德宮景觀
吊橋；爭取老街商店門面裝修補助。

三、三環三線：1.�督促「朱立倫市長」，完成「安坑線」任內動工承諾。2.督促
「大坪林站－捷運環狀線」品質與進度。

四、治安警政：1.�校園健康檢查，增加毒品檢測，減少毒犯犯罪事件。2.監視器全
面總體檢，確保婦幼安全。3.落實員警編制，完善警勤責任區，
爭取巡守隊、義警消、警察志工與警方設備經費補助。

五、教育發展：1.�持續推動「文山國中」「直潭國小」等老舊校舍整建。2.充實特
教師資，改善特教設施。3.尊重多元文化，兼顧閩、客、外省、
原住民與新住民母語與文化教學。4.快樂學英語，培育下一代國
際競爭力；搶救國語文，增加國語時數與作文能力。

六、社會福利：1.比照台北市，幼教補助每學期12543元；生育補助每胎二萬元。
　　　　　　　2.比照高雄市，65歲以上老人免費裝假牙。
　　　　　　　3.報答經濟奇蹟開創者，65歲以上老人全面免健保費。
　　　　　　　4.�加強推動單親、中高齡、新鮮人、新住民、更生人、身心障礙

者求職、創業、職訓輔導計畫。
七、綠能環保：1.�推動藥物回收，妥善處理廢棄藥物。2.要求民國105年關閉垃圾

焚化廠。3.推動社區節能減碳獎勵，打造綠能品牌城市。

2 曾正和

28
年
04
月
04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安坑國民小學、文山國中、東海
高中、空軍機械學校航機科。

新店市日興里第一、二屆里長，新店市
里長聯誼會會長，台北縣議會第十二、
十三屆議員，新店市第六、七屆市長，
台北縣議會第十六屆議員。

1、爭取安康特一號道路後期開闢經費。
2、推動捷運安坑線開闢、捷運木柵線延伸至深坑。
3、爭取新店溪秀朗堰興建以擴大碧潭水域。
4、終結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計畫。
5、推動安康垃圾焚化廠終止營運廢棄物處理替代方案。
6、完成二叭子植物園中後期建設。
7、爭取衛生下水道全面接管。
8、爭取新店溪左岸堤防興建。
9、爭取全面實施電覽地下化。
10、加速大文山地區都市計劃審議。
11、推動就近就養的年長社區照顧制度。
12、建構社區化高中，提供就近就讀的12年國民基本教育。
13、整合大文山地區觀光資源，推展節能減碳的觀光旅遊套裝行程。

3 鄒元中

53
年
02
月
23
日

男 臺北市 親民黨

一、�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
畢業。

二、�中國海事專科學校輪機工程
科畢業。

一、新店市第七、八屆市民代表。
二、新店市第六屆中正里里長。
三、立法委員鄭三元服務處秘書。
四、台北縣議員吳善九服務處秘書。
五、救國團新店市團委會副會長。
六、�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特別助理。

創建美好新北市七項十二條心政見
壹、振興經濟
一、�創建新店為北北市副都心，並連結碧潭、深坑、石碇、坪林、烏來觀光資
源，規劃為「山水都心」休閒旅遊區。

貳、交通改善
二、�維持捷運新店淡水線現有營運路線，不因信義線通車而改道，維護新店市民
通勤、就學、就醫之便利。

三、�悍衛捷運安康線工程儘速施工，並按台北環狀線捷運系統規劃，縮減安康民
眾等車換車之苦；並即擬訂深坑捷運替代方案、儘速解決深坑、石碇居民行
車壅塞之苦。

四、規劃秀朗橋穿越中正路立體快速道路工程，以疏通現有道路壅塞問題。
叁、學齡前學童照顧
五、伍仟元幼兒教育券，發放條件向下修訂放寬至幼稚園中、小班。
六、�爭取五歲以前幼童成長照顧津貼，每人每月三仟元，補助市民育兒照顧費用。

肆、振興教育
七、�推動教育資源重分配、增加後段生輔導，使學習成效欠佳中小學生，能獲得
充裕的生活及學習機會。

八、�設置偏遠山區「安親照顧之家」，全力為偏遠山區中小學生爭取課後生活照顧。
九、�爭取設立十四張國中用地，解決五峯、文中學生擁擠困擾，提升地區學生學
習品質。

伍、照顧弱勢
十、�增設聘障獎勵辦法，鼓勵工商業進用身障人士，促進身障者尊嚴並落實社會
照顧。

陸、老人照顧
十一、�結合社區與醫療體系推動老人日托照顧、營養餐飲送餐服務、獨居老人居

家服務、松年大學終生學習，以貫徹推動照顧銀髮族生活決心。
柒、北北市雙城生活同步
十二、發展北北市雙子城生活圈概念，台北市做到的社會福利，新北市同步跟上。

4 高世輝

48
年
09
月
12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無
新店市屈尺國小，新店市文山國
中，開明商工職業學校。

新店市市民代表代表會、國民黨黨團書
記。新店市退伍憲兵協會理事長。新
店市後備憲兵主任。台北縣後備憲兵聯
絡中心副主委。新店分局義警中隊中隊
長。新店市老人會、松柏長青會顧問。
新店市中小學家長會顧問。

一、全力爭取安坑一號道路後續工程經費。二、力促安坑捷運線明訂動工限期。捷運木柵線延伸至深坑。三、落實一里一活動中心。四、爭取經費協助完成碧潭旗艦
計畫。五、提高市民生育補助及幼兒教育補助、廣設公立幼稚園。六、協助十四張重劃區完成市地重劃。七、督促新店都市計劃區（安坑地區）、安坑都市計劃，早
日完成通盤檢討。八、整合資源，協助推動各區「形象商圈」及觀光文化祭。九、爭取經費設置各區「長青育樂研習中心」提供長者舒適休閒空間。十、爭取擴大
深坑、石碇都市計劃。十一、爭取經費規劃轄區內主要河川提岸打造親水園區。十二、爭取水源區管制鬆綁，水源回饋確實嘉惠區內市民。十三、爭取經費治山防
洪、防止土石流，確保山區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十四、爭取各區設置婦幼中心，保護受暴、受虐婦女幼兒，免費提供各項協助。十五、偏遠地區全面免費接駁公車。
十六、擴大警民連線，迅速反應，打擊不法，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5 王至芬

39
年
03
月
19
日

女 臺灣省屏東縣 無
嘉義吳鳳高中
大仁科技大學專科部

新店市第七、八屆市民代表
台北縣新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第一、二
屆理事長
中國家庭教育協進會台北縣分會第七、
八屆理事長
台北縣嘉義同鄉會監事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結業

一、提倡垃圾分類，提高資源回收率，宣導家戶垃圾減積減量。
二、推動辦理市民意外保險，讓民眾享有「免付保費，自動納保」的福利。
三、整合各項社會福利資源，以有效照護高齡、幼兒、婦女、失能等弱勢族群。
四、推動辦理市民結婚獎勵、生育補助、育嬰津貼，鼓勵民眾成家育兒。
五、督促各級學校強化家長聯繫工作，注意校園設施維護，保障學童安全。
六、注意社區治安死角，落實路燈維護，監視器有效運作，重視民眾安全。
七、提升居住品質，整建街道，推動市容綠美化，招牌藝術化，社區景觀化。
八、促進觀光產業，結合碧潭、深坑、石碇、坪林、烏來等各地特色，大力宣傳。
九、爭取預算，加強建設，創造廠商優質環境，增加就業機會，帶動繁榮。
十、落實基層服務，為民喉舌，反映民情，做好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

6 李欣芳

46
年
01
月
12
日

女 臺灣省臺北縣 民主進步黨 新店國小、文山國中、育達高職

新店市3.4.5.6.7屆市民代表台北縣新碧
獅子會會長新店市青商會顧問新店義勇
消防隊顧問台北縣婦女防火宣導隊分隊
長台北縣第十六屆縣議員蘇貞昌縣長競
選幹部陳水扁總統競選幹部謝長廷總統
競選幹部輔仁大學會計班結業

一、督促建立廉能市府、提高行政效率落實便民利民服務。
二、促請增闢停車位、公園、運動中心並綠美化環境提升居住品質。
三、促請加強社區組織功能推行守望相助，落實警察維安勤務消滅犯罪根源，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四、促請整治新店溪美化碧潭舉辦各項活動繁榮地方提供市民休閒遊憩場所。
五、促請完成全區下水道系統及整治圳溝建立優質環境。
六、促請加速捷運到安坑深坑石碇解決塞車之苦反對安坑掩埋場設置加速焚化廠遷移提高居住品質。
七、促請住家山坡地全面安檢及食衣住行育樂安全檢查讓市民生活安全健康及電纜地下化讓市民安心。
八、促請增設中小學軟硬體設備加強學習環境讓子弟更優秀。
九、促請落實社會福利爭取老人、單親、婦女、兒童、殘障、低收入戶之生活權益增加就業機會防止社會問題發生。
十、爭取文山區產業發展農產品暢銷產業道路開闢帶動農民觀光產業造福農民市民。
十一、爭取水源區居民權益並改善不平等之待遇讓市民生活更有保障。
十二、爭取圖書館設置及音樂中心提高市民文化享受。

7 蔡明璋

54
年
04
月
09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新黨 竹林小學　竹林中學　華夏工專

1.新黨全代會代表� � 2.新黨大新店義工
聯誼會總幹事� � 3.新店大愛關懷協會理
事��4.立法委員吳成典競選總部輔選委員��
5.立法委員洪秀柱競選總部顧問��6.立法
委員雷倩競選總部顧問��7.周錫瑋參選台
北縣長競選總部委員

蔡明璋是新黨「唯一提名」新黨正藍之「唯一選擇」。
將以誠懇踏實服務心，堅持專業代言做最認真的市議員，對您的承諾，使命必
達！
我的政見：
一、杜絕公共工程牛步化，終結商圈黑暗期。
二、爭取通盤規劃老舊社區改建，都更一次到位。
三、推動區域聯防，全面護衛婦幼、打擊犯罪。
四、活化公有市場營運，便利在地生活機能。
五、爭取銀髮族終身學習及活動空間。

六、守護山坡地社區住的安全，時時環境安全總檢討。
七、提高幼兒教育補助，增設公立托兒所及增加收托名額。
八、改善安坑地區交通堵塞問題，安坑線應即定案及開工。
九、協助發展深坑、石碇、坪林、烏來各區，推廣觀光產業及推展各區特色。
十、敦促市府規劃校園、公園、公有土地停車，以解決市區停車位不足之問題。
十一、敦促市府因應周休二日，周六停止收取停車格收費。
十二、�爭取市府經費補助，針對六十歲以上銀髮族、殘障人士、低收入戶搭乘公

車及捷運完全免費。

8 金中玉

45
年
03
月
14
日

男 臺北市 無 女師附小、大同國中、明志工專

台北縣議會第14、15、16屆議員
新店市市民代表，新店市76年模範青年
海軍官校教官，榮民服務處第21服務區
總聯絡人
國防管理學院

一、加速闢捷運新店外環線、安坑支線、及深坑線。
二、加速打通新店安坑40米大道。
三、擴大碧潭水域至秀朗橋建設國家水上運動公園。
四、建設新店、烏來、坪林、石碇、及深坑成為無碳觀光旅遊城市。
五、提高容積獎勵加速都市計劃更新。
六、全力推動政府輔導單親家庭優先就業。
七、發放65歲以上老人特別照顧津貼每月5000元。
八、提高幼兒教育券每人每學期12000元。（現為5000元，台北市今年正式提高為12000元，全縣預計有2萬人受惠）。
九、推動偏遠地區免費社區巴士行駛。（目前免費社區巴士行駛都由鄉市公所自辦，升格後縣府接管續辦）。
十、推動政府為全體市民投保死亡、傷殘意外險。

9 許正鴻

71
年
09
月
20
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東山高中、文化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美國Fontbonne�University企
管碩士

台北縣政府總顧問許再恩辦公室主任、
立法委員羅明才國會辦公室助理、台北
縣新店市體育會理事長、台北縣警察之
友會顧問、新店國際青年商會顧問、新
店後備憲兵中心顧問、財團法人青潭坑
文教公益基金會顧問、憲兵學校士官班

●加速推動台北捷運環狀線建設計畫（新店大坪林站至五股工業區）。
●爭取捷運安坑線以改善安坑地區交通壅塞問題。
●加速推動安坑一號道路第二期工程。
●爭取捷運延伸至深坑，提升當地民眾交通便利性。
●爭取新店高中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
●推動闢建土城石門路與安康地區銜接道路。
●加速烏來立體停車場增建工程。
●推動加速規劃新店首座運動中心，提升運動休閒品質。
●爭取設立新店藝文中心，營造在地文化氣息。
●�串連新店碧潭、深坑、石碇、坪林與烏來的自然觀光資源，爭取舉辦「新北市
山水觀光季」為重點觀光活動。

●爭取提升治安經費汰舊監視系統，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爭取設立自行車救護隊為專職單位，365天守護民眾騎乘安全。
●爭取設立自行車警察隊，建立完善治安網絡。
●爭取提高托育補助，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爭取提升居家老人照護補助，減輕家庭負擔。
●爭取65歲以上老人搭乘公車完全免費。
●爭取保留新店、石碇、坪林與烏來鄉市民意外保險。
●爭取生育與育兒津貼每胎20萬元。
●推動都市計畫讓十四張地區成為未來新北市的信義區。
●加速推動瑠公圳沿線空間再造。
●加速推動中安新橋興建暨河岸景觀改善。

10 劉哲彰

61
年
07
月
07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美國阿肯色大學教育學博士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
展碩士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企管學士

石碇鄉代理鄉長
立法委員劉盛良辦公室主任
臺北縣客家事務局籌備處主任
清雲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景文科技大學旅運系助理教授
活力希望發展協會理事長
臺北縣安和、新店義消顧問
臺北縣家長會長協會文山區顧問
臺北縣警察之友會新店顧問

新北市新裝上任四核心主張：
1、國會經驗爭預算：爭取預算、積極建設，促進地方發展大進步；重視弱勢、提升福利，讓大家過幸福快樂的好生活。
2、山水連線拼觀光：以新店為核心打造交通轉運站，整合深坑、石碇、坪林、烏來交通與觀光資源，設置「客制化旅遊包車」提供觀光客多樣的行程規劃。
3、重大建設振經濟：主張新店升格副都心，爭取碧潭建纜車、捷運延伸至安坑、力爭深坑蓋捷運、打造坪林觀光城、規劃石碇建輕軌、烏來公車要免費」。
4、�教育升級最優先：「北縣升格，教育升級」，主張在地就學，讓家的附近，就有優質的教育環境，爭取台北市與新北市教育資源無落差，「台北市有的，新北市都
要有」。

11 陳永福

47
年
10
月
01
日

男 臺灣省臺北縣 民主進步黨
一.中華大學工學士。二.南山高
職。三.坪林國中。四.坪林國
小。

一.�台北縣議會第13、14、15、16屆議
員。

二.�台北縣議會第三審查委員會召集人
（水利、工務、城鄉）。

一、促請市政府高層與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對話修法解決，高地社區飲用水問題。
二、繼續推動安坑特一號道路第二、三期工程之規劃及闢建經費，應一併解決。
三、加速推動新店區相關都市計劃開發案促進地方發展。
四、擬定深坑區擴大都市計劃，繼續推動捷運延伸至南宜高速公路休息區完成都市計劃案，解決石碇區、深坑區、坪林區、宜蘭縣、平溪區居民轉運問題。
五、促請新北市政府提出石碇區產業、觀光改造計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經濟收入。
六、繼續推動翡翠水庫集水區放寬土地使用管制讓自然成長人口結婚後能興築自己的小屋，落地生根延續下一代。
七、落實管制翡翠水庫集水區之污水排放，修改相關法令讓翡翠水庫集水區土地朝向民宿、觀光、低碳旅遊發展。
八、以原住民思維修訂烏來水源特定區都市計劃。
九、加速修訂相關法令，落實開發烏來溫泉觀光事業。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貳、投開票所一覽表：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新

店

市

1857 市立托兒所新店分所 新店路207號 新店里 全里

1858
瑠公農田水利會新店紀
念大樓

北新路一段45巷5號 張南里 全里

1859 新店國小 新店路2號 國校里 1-4、7

1860 新店國小 新店路2號 國校里 5、6、8-10

1861 文山國中 北宜路一段105巷後校門 文中里 全里

1862 新店教會 光明街138巷8、10號 廣明里 全里

1863 文明里活動中心 光明街168巷5弄2之1號 文明里 1-7、17

1864 福德祠(土地公廟) 檳榔路36巷口 文明里 8-16、18

1865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中興里 1-4

1866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中興里 5-7

1867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中興里 8-11

1868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中興里 12-18

1869 天闊社區幼稚園前廣場 環河路36號 新生里 2-5

1870 名人華廈社區中庭 北新路一段135號 新生里 1、6-12、24、25

1871 民宅 新生街13巷5號 新生里 13-23、26

1872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新德里 1-10

1873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新德里 11-20

1874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張北里 1-7

1875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張北里 8、10-14

1876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張北里 15-20

1877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張北里 9、21-26

1878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五峯里 1-8

1879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五峯里 9-14

1880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五峯里 15-18

1881 五峰國中 中興路一段253號 五峯里 19-25

1882 大千豪景社區活動中心 新坡一街18巷4弄27號底 長春里 1-4、10、11

1883 江坡華城社區活動中心 新坡一街70號 長春里 5-9

1884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新安里 1-9、12

1885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新安里 10、11、13-25

1886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忠誠里 1-9

1887 北新國小 寶橋路8號 忠誠里 10-20

1888 崇光女中 三民路18號 中正里 1-7

1889 崇光女中 三民路18號 中正里 8-17

1890 三民活動中心 三民路20之2號 中正里 19-22

1891 中正活動中心 中正路275巷17之1號 中正里 18、23、24

1892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中華里 1-7

1893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中華里 8-13

1894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中華里 14-21

1895 佳欣托兒所 中正路128巷9弄1號 仁愛里 1-9

1896 崇光女中 三民路18號 仁愛里 10-19

1897 市立建國游泳池 建國路58號 建國里 1-9、17

1898 容石園托兒所 建安街31號 建國里 10-16、18

1899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百忍里 1-7

1900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百忍里 8-14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新

店

市

1901 咸亨宮 自由街2號 百忍里 15-22

1902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百和里 1-12

1903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百和里 13-22

1904 新店高中 中央路93號 福德里 1-7

1905 新店高中 中央路93號 福德里 8-13

1906 新店高中 中央路93號 福德里 14-20

1907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百福里 1-13

1908 中正國小 三民路36號 百福里 14-24

1909 福民里活動中心 福園街8之1號 福民里 1-14、18

1910 新店高中 中央路93號 福民里 15-17、19-21

1911 新店高中 中央路93號 中山里
1-5、8、9、12-
16

1912
中央活動中心
(停車管理處靠四街側)

中央五街60號 中山里 6、7、11

1913
湯泉美地社區管委會
宴會廳

溪園路393號 中山里 10

1914 和平社區活動中心 民生路147巷口 和平里 全里

1915
中央活動中心
(中央分駐所靠四街側)

中央五街60號 中央里 1-5

1916
中央活動中心
(中央分駐所靠五街側)

中央五街60號 中央里 6-12

1917
中央活動中心
(停車管理處靠五街側)

中央五街60號 中央里 13-20

1918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國豐里 1-7

1919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國豐里 8-14

1920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國豐里 15-22

1921
市民生活學習中心
（原文化大樓）

民族路7號 明德里 1-9

1922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明德里 10-19

1923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明德里 20-27

1924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大豐里 1-5、7-12

1925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大豐里 6、13-24

1926 樂童托兒所 大豐路16巷9號 大同里 1-10、13

1927 樂童托兒所 大豐路16巷11號 大同里 11、12、14-26

1928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江陵里 1-8

1929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江陵里 9-14

1930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江陵里 15-23

1931 大豐國小 民族路108號 復興里 1-14

1932 莊敬高職 民生路45號 復興里 15-21

1933 開明高職 寶中路49號 寶興里 3-8、18-20、22

1934 寶興活動中心會議室 寶中路65巷59號 寶興里
1、2、21、23、
24

1935 寶興活動中心文康室 寶中路65巷59號 寶興里 9-17

1936 寶橋福壽宮(土地公廟) 寶橋路266號 寶福里 1、2、6-11

1937 平安齋廟 寶橋路140巷1號 寶福里 3-5、12-14、21

1938
寶路生活館社區E棟大樓
通道

中興路二段205號 寶福里 15-17

1939
寶福社區
(原文化綠村)活動中心

寶興路62巷5號地下室 寶福里 18-20、22-29

1940 開明高職 寶中路49號 寶安里 1-13、15-17

1941 開明高職 寶中路49號 寶安里 14、18-23

1942 開明高職 寶中路49號 寶安里 24-36

1943 信義活動中心 寶慶街10之1號 信義里 1-5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新

店

市

1944 信義活動中心 寶慶街10之1號 信義里
6-11、13、14、
31

1945 民宅 寶元路一段42巷12號 信義里 12、15-19

1946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北新路三段200號 信義里 20-30

1947 莊敬高職 民生路45號 忠孝里 1-8、10

1948 莊敬高職 民生路45號 忠孝里 9、11-15

1949
大鵬華城管委會活動中
心1樓教室

中正路700巷26號 大鵬里 1-5

1950
大鵬華城管委會活動中
心會議室

中正路700巷26號2樓 大鵬里 6-10

1951 民宅 碧潭路27號 太平里 1-10

1952
太平宮餐廳
（原太平托兒所旁）

太平路45號旁 太平里 11-20

1953 美之城社區桌球室
永業路81巷3弄5號地下
室

美城里 1-4、12-14

1954 美之城社區活動中心
永業路81巷7弄1號地下
室

美城里 5-11

1955 頂城活動中心 安康路一段9號之2 頂城里 全里

1956 下城社區活動中心 安康路一段281巷6號 下城里 1-3

1957 下城社區活動中心 安康路一段281巷6號 下城里 4-14

1958 安康高中 安興路25號 柴埕里 1-8、10

1959 安康高中 安興路25號 柴埕里 9、11-19

1960 安康高中 安興路25號 柴埕里 20-26、28

1961 安康高中 安興路25號 柴埕里 27、29-34

1962 別墅天廈中庭 安和路二段219號地下室 安和里 1-10

1963 別墅天廈中庭 安和路二段219號地下室 安和里 11-15、18-20

1964 大溪地社區集會所 安民街365巷14號地下室 安和里 16、17、21-28

1965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永安里 1-6

1966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永安里 7-16

1967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永安里 17-25

1968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新和里 1-12

1969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新和里 13-23

1970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永平里 1-7

1971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永平里 8-10、16

1972 新和國小 安和路三段100號 永平里 11-15、17

1973 安坑國小 安忠路36號 公崙里 1-11

1974 安坑國小 安忠路36號 公崙里 12-17

1975 安坑國小 安忠路36號 公崙里 18-24

1976 安坑國小 安忠路36號 公崙里 25-30

1977 安坑國小 安忠路36號 公崙里 31-37

1978 寶芝林甲社區育樂室 安德街82巷10之1號 安昌里 1-6

1979 浪漫貴族社區 安成街20之1號地下室 安昌里 7-16

1980 新真光托兒所 安康路二段234巷1號 德安里 1-9

1981 安康綜合大樓 安康路二段151號 德安里 10-17

1982 德安里巡守隊隊部 車子路1號隔壁 德安里 18-28

1983 達觀會館B1停車場 達觀路12號 達觀里 1-11

1984 達觀會館B1停車場 達觀路12號 達觀里 12-21

1985 黎明清境社區管理中心 黎明路9號 明城里 1-10

1986 觀天下社區服務中心 黎明路68號 明城里 11-21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新

店

市

1987 台北小城活動中心 僑信路19號 小城里 1-7

1988 台北小城服務中心 僑信路63號 小城里 8-18

1989 市立托兒所雙城分所
安康路三段165巷2弄29
號

雙城里 1-8

1990 潤濟宮 安康路三段306號 雙城里 9-13、21、22

1991 喜洋洋社區活動中心 裕合街1號 雙城里 14-20

1992 頂好社區活動中心 安泰路60巷1之1號 雙城里 23-29

1993 綠中海1期社區管理中心 安祥路65號 香坡里
1（安祥路102巷
除外）

1994 彩蝶別墅社區管理中心 安祥路102巷口 香坡里
1(安祥路102巷)、
2-9

1995 伴吾別墅管委會會議室 安祥路106巷1號 香坡里 10-15

1996 綠野香坡活動中心
安祥路147巷7至9號地下
室

香坡里 16-25

1997 新鎮社區管委會辦公室 安祥路110巷2號地下室 香坡里 26-36

1998 日興宮 安康路三段530號 日興里 1-11

1999 錦秀社區管委會辦公室 錦秀路22號地下室 日興里 12-20

2000 錦秀社區管委會文康中心 錦秀路22號地下室 日興里 21-29

2001 玫瑰社區游泳池 富貴街9巷29號地下室 玫瑰里
1-5、14-16、19-
21

2002 玫瑰社區桌球室 富貴街20巷2號地下室 玫瑰里 6-13、17、18

2003 滿堂彩社區活動中心 玫瑰路58巷18號地下室 玫瑰里 22-28

2004 賓士大廈活動中心 玫瑰路51巷地下室 吉祥里 1-5、7

2005 吉祥里活動中心 玫瑰路51巷2號 吉祥里 8-14

2006 琴鍵畫樓管委會地下室 吉祥街2巷地下室 吉祥里 6、15-24

2007 民宅 新潭路一段25號 塗潭里 全里

2008 石上清泉社區C2停車場 禾豐六路92號 華城里 1-5

2009 華城特區俱樂部 華城一路18號2樓 華城里 6-13

2010 南青宮 北宜路一段286號 青潭里 1-10

2011 青潭國小 北宜路二段80號 青潭里 11、15-19

2012 青潭國小 北宜路二段80號 青潭里 12-14、20-22

2013 青潭國小 北宜路二段80號 美潭里 1-7、9

2014 青潭國小 北宜路二段80號 美潭里 8、10-15

2015 大地世紀活動中心 長春路9巷24之1號 美潭里 16-20

2016 福神宮(員潭里活動中心) 北宜路二段126號 員潭里 1-6、13-19

2017 新巢代社區 北宜路二段501號 員潭里 7-12

2018 雙峰國小 北宜路三段66號 雙坑里 全里

2019 粗坑里活動中心 新烏路一段89號 粗坑里 1-3、9、10

2020 花園新城管委會 花園一路一段28之1號 粗坑里 4-8、11-20

2021 屈尺國小 屈尺路55號 屈尺里 1-11

2022 屈尺國小 屈尺路55號 屈尺里 12-18

2023 龜山國小 新烏路三段99巷10號 龜山里 全里

2024 廣興分校 廣興路57號 廣興里 全里

2025 崇德宮(王爺公廟) 灣潭路12之2號 直潭里 1-6

2026 直潭國小 直潭路92號 直潭里 7-22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深

坑

鄉

2027 萬順活動中心 北深路三段107巷26號 萬順村 1-10

2028 佳麗堡大樓 北深路三段347號 萬順村 11-24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深

坑

鄉

2029 郵政修護所 北深路三段264號 萬福村 1-13

2030 水尾福德宮 北深路三段280號旁 萬福村 14-30

2031 土庫活動中心(新) 北深路一段83巷8弄36號 土庫村 1-18

2032 土庫活動中心(舊) 北深路一段164號 土庫村 19-36

2033 慈聖宮 北深路一段300號 賴仲村 全村

2034 深坑國小（自然教室） 文化街45號 深坑村 1-23

2035 深坑國小（文史教室） 文化街45號 深坑村 24-41

2036 深坑國中（207教室） 文化街41號 埔新村 1-20

2037 深坑國中（103教室） 文化街41號 埔新村 21-38

2038 深坑國中（106教室） 文化街41號 埔新村 39-57

2039 昇高活動中心 旺耽路25號 昇高村 全村

2040 阿柔活動中心 阿柔洋66號對面 阿柔村 全村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石

碇

鄉

2041 石碇社區活動中心 石碇西街61號 石碇村 全村

2042 公有辦公廳舍 石崁27號 潭邊村 全村

2043 烏塗村活動中心 烏塗窟23之1號 烏塗村 全村

2044 彭山村活動中心 崩山33之1號 彭山村 全村

2045 豐田村活動中心 磨石坑10號 豐田村 1-5

2046 民宅 峰頭7號 豐田村 6、7

2047 和平國小 八分寮5號 隆盛村 全村

2048
石碇鄉聯合活動中心暨
綜合大樓

楓子林32之1號 豐林村 全村

2049 中民村活動中心 石碇子埔30號 中民村 全村

2050 永定國小 蚯蚓坑22號 永定村 全村

2051 光明村活動中心 光明路12之1號 光明村 全村

2052 永安村活動中心 北宜路六段直潭巷25號 永安村 全村

2053 格頭村活動中心 北宜路五段3號 格頭村 全村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坪

林

鄉

2054 坪林國小 坪林114號 坪林村 全村

2055 坪林國中 國中路4號 水德村 全村

2056 協德宮 魚堀44之1號 大林村 全村

2057 石 集會所 石 27之1號 石 村 全村

2058 黃萬居宅 灣潭5號 粗窟村 1-7

2059 替代役男宿舍 金瓜寮3號之3 粗窟村 8-11

2060 上德宮 崩山坑10之1號 上德村 1-6

2061 新昇集會所 大粗坑11之1號 上德村 7-13

2062 坪林國小漁光分班 大舌湖35號 漁光村 1-6

2063
臺北縣英速魔法學院闊
瀨校區

楣子寮19號 漁光村 7-13

鄉鎮
市別

投票所
編 號

投 票 所 名 稱 詳 細 地 址
所 轄

村里別
所 轄 鄰 別

烏

來

鄉

2064 堰堤社區籃球場 堰堤5號旁 忠治村 全村

2065 烏來鄉立綜合活動中心 烏來街34號 烏來村 全村

2066 孝義村辦公處 阿玉路20號 孝義村 全村

2067 信賢社區活動中心 信福路48號 信賢村 全村

2068 福山社區活動中心 李茂岸45號旁 福山村 全村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議員、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九十九年九月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
權。】

2.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如下：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四、選舉票顏色：

1.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里長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字樣。
5.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紅色之「山地原住民」字樣。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

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

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

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附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一、五、六項：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政見。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章者，其標章。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七、檢舉賄選電話：

機關名稱 電 話 傳 真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電話 0800 - 02409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2358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 (02)29628888 (02)2952796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3756892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2615823 (02)2261991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4650947 (02)24650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