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察妨害選舉刑事及相關法規簡要說明

類別:(甲)選罷法規定之刑事罰

項目: 壹、競選（罷免）言論違法

違 法 ( 規 ) 要 件 處 罰 對 象

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
   外患罪。
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
   社會秩序。
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
   之罪。
公職人員選罷法並處罰：提議人
之領銜人、被罷免人及為罷免案
助勢之人、罷免案辦事處負責人
及辦事人員之罷免言論。

候選人或其助選員言論違法罪：
候選人或為其助選之人之競選言
論不得有下列情事：

候選人、助選員

公職人員選罷法
另增：
提議人之領銜人、
被罷免人、為罷免
案助勢之人、罷免
案辦事處負責人及
辦事人員

一、各司法警察人員，
     知有犯罪嫌疑者，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30條、第231條之
     規定，逕行調查犯
     罪嫌疑人犯罪情形
     及蒐集證據，如係
     現行犯或有刑事訴
     訟法第88條之1情
     形者，得依法予以
     逮捕或逕行拘提。
     (關於刑事案件之
     處理要領，以下均
     同。)

處  理  要  領 處 罰 種 類

一、處7年以上有
     期徒刑。
二、處5年以上有
     期徒刑。
三、依各該有關
    處罰之法律
    處斷。

依據法條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3條
55條1、2、3
款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79條
49條1、2、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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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照相、錄音、錄
    影或其他方法蒐集
    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貳、暴力介入選舉或罷免

一、公然聚眾暴動罪:
(一)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
     會（公職人員）；利用競
     選、助選或連署機會（總
     統副總統選罷法）。
(二)公然聚眾。
(三)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四)未遂犯罰之。

二、施暴公務員罪:
(一)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
(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
    務時。
(三)施強暴脅迫。

犯罪行為人

施強暴脅迫之人

一、得先依集會遊行法
    處理。
二、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三、以照相、錄音、錄影
     等方法蒐集證據，報
     請該管檢察官依法偵
     辦。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二、以照相、錄音、錄影
     等方法蒐集證據，報
     請該管檢察官依法偵
     辦。
三、檢察官命令指揮偵
    查者，應即照辦。

一、處7年以上有
    期徒刑。
二、首謀者處無期
   徒刑或10年以
   上有期徒刑。

一、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
二、致公務員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
   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
三、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
   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4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0條1、2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5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1條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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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然聚眾施暴公務員罪:
(一)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
(二)公然聚眾。
(三)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
    務時。
(四)施強暴脅迫。

四、妨害他人競選罪
(一)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
(二)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
    棄競選。
(三)未遂犯罰之。

首謀及下手實施
強暴脅迫之人、
在場助勢之人

犯罪行為人

一、得先依集會遊行法
    處理。
二、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三、以照相、錄音、錄
     影等方法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一、以照相、錄音、錄
    影或其他方法蒐集
    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二、檢察官命令指揮偵
    查者，應即照辦。

一、在場助勢者處
    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30萬
    元以下罰金。
二、首謀及下手實施
    強暴脅迫者，處
      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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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以上有期
    徒刑。
四、致重傷者，處
    5年以上12年
    以下有期徒刑。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6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2條1、2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8條1項1款、
2項

總統副總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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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妨害他人連署罪：
 (一)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
 (二)妨害他人依法為被連署人
     連署。
 (三)未遂犯罰之。

六、妨害他人罷免罪：
  (一)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
      議、連署(同意)或使他
      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
      署(同意)。
  (三)未遂犯罰之。

七、聚眾妨害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罪：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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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行為人

犯罪行為人

首謀及下手實施
之人
在場助勢之人

一、以照相、錄音、錄
    影或其他方法蒐集
    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二、檢察官命令指揮偵
    查者，應即照辦。

一、以照相、錄音、錄
    影或其他方法蒐集
    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二、檢察官命令指揮偵
    查者，應即照辦。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在場助勢之人
    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10萬
    元以下罰金。
二、首謀及下手實
    施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一、以照相、錄音、錄
    影或其他方法蒐集
    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二、檢察官命令指揮偵
    查者，應即照辦。

罷法：
85條1項1款、
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5條1項2款、2
項

公職人員選罷法：
98條1項2款、
2項

總統副總統選罷
法：
85條1項3款、2
項

公職人員選罷法：
107條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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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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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聚眾妨害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罪：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

(一)聚眾包圍被連署人、連署
    人、候選人、被罷免人、
    罷免案提議人、同意人之
    服務機關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妨害被連署
    人、連署人、候選人、被
    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
    提議人、同意人對罷免案
    之進行。

      參、金錢介入選舉

首謀及下手實施
之人
在場助勢之人

一、以照相、錄音、錄
    影或其他方法蒐集
    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二、檢察官命令指揮偵
    查者，應即照辦。

一、在場助勢之人，
    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10萬
    元以下罰金。
二、首謀及下手實
    施者處5年以
    下有期徒刑。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2條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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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候選人行賄罪：
(一)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
     資格者。
(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
(三)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

 二、對黨內提名候選人行賄罪：
(一) 政黨辦理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
(二) 對於黨內候選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三) 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
      選活動者。

行賄人

對黨內提名之候
選人行賄者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

      規定發給檢舉人

      獎金。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事，

        應即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定

      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壹幣2百
     萬元以上2千萬
     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壹幣2百
     萬元以上2千萬
     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交付或收
      受之賄賂，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7條1、3、4
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4條1、3、4
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1條1、2、3
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9條1、2、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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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選人受賄罪：
(一)受賄者為候選人或具有候
          選人資格者。
(二)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
(三)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

四、黨內提名候選人受賄罪：
(一) 政黨辦理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
(二) 黨內提名候選人要求期約或
           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三) 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
           選活動。

收受賄賂之候選
人或具候選人資
格者

黨內提名候選人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壹幣2百
      萬元以上2千萬
      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壹幣2百
      萬元以上2千萬
      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交付或收
      受之賄賂，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7條2、3、4
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4條2、3、4
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1條1、2、3
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9條1、2、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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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投票權人行賄罪：
(一)須對有投票權人為之。
(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
(三)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六、黨內提名對有投票資格之人
          行賄罪：
  (一)政黨辦理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
  (二)對於有投票資格之人。
  (三)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
  (四)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行賄人

對有投票資格者
行賄之人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壹幣1
    百萬元以上1千
    萬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壹幣1
    百萬元以上1千
    萬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交付或收
      受之賄賂，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

公職人員選罷
法：
99條1、2、3
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6條1、2、3
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1條1、2、3
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9條1、2、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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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有連
       署權人、同意人行賄罪：

(一)對連署人；罷免案提議
    人、連署人或同意人。

   (二)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
      其他不正利益。
   (三)使其不為連署、提議或
      同意，或為一定之連署、
        提議或同意連署。

對罷免案有提議
權人、有連署權
人行賄之人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處1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百萬
     元以上1千萬元
     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2條1項2款、
2、3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7條1項2、3
款、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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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包攬賄選罪：
(一)意圖漁利包攬下列事務之
     一者：

包攬賄選之人 知有左列犯罪情事，
應即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偵辦。

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壹幣1
百萬元以上1千
萬元以下罰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3條1、2項
97條1、2項
99條1項
100條1、2項
102條1項各款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8條1、2項
84條1、2項
86條1項
87條1項各款

1. 對候選人行賄、候選人受
    賄。
2. 對有投票權人行賄。
3. 議會正副議長、代表會正
    副主席選舉，對投票權人
    行賄，或有投票人受賄。
4.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
    機構及罷免案有提議權人
    或有連署權人行賄。

(二)未遂犯罰之。

一、違法收受獻金罪：
(一)收受下列對象之政治獻金：    

1.外國人民、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主
   要成員為外國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之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
2.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主要成員為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之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3.香港、澳門居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或主要成員為香港、
   澳門居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二)未於收受後2個月內繳交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知有左列犯罪情事，
應即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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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獻金法規定

擬參選人、為擬
參選人收受或募
集政治獻金之代
理人、受雇人、
政黨、政治團體
之負責人、代表
人或代理人、受
雇人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政治獻金法：
7 條 1 項 7 、
8 、 9 款
8條
15條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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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募集獻金罪：
向不特定人以發行定期、
不定期之無息、有息債券
或其他有價證券方式，募
集政治獻金。

知有左列犯罪情事，
應即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偵辦。

擬參選人、為擬
參選人收受或募
集政治獻金之代
理人、受雇人、
政黨、政治團體
之負責人、代表
人或代理人、受
雇人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政治獻金法：
13條、25條

三、未設立專戶收受獻金罪：
(一)未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並載明金融機構名稱、地
     址、帳號及戶名，報受理
     申報機關許可。
(二)收受政治獻金。

知有左列犯罪情事，
應即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偵辦。

擬參選人、為擬
參選人收受或募
集政治獻金之代
理人、受雇人、
政黨、政治團體
之負責人、代表
人或代理人、受
雇人

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
20萬元以上1百萬
元以下罰金

政治獻金法：
10條、26條

四、公務員媒介或妨害捐贈政
       治獻金罪：

(一)公務員。
(二)利用職務上之權力、僱
    傭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
    利害。
(三)媒介或妨害政治獻金之
    捐贈。

知有左列犯罪情事，
應即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偵辦。

公務員 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

政治獻金法：
6條、28條2項

七、正副議長（主席）選舉行、
        受賄罪：
  (一)直轄市、縣（市）議會議
       長、副議長、鄉（鎮、市）
       民代表會、原住民區民代
       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
  (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或有
        投票權之人。
  (三)行（要）求期約或交付
      （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 
  (四)約（許）其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八、對團體機構行賄罪：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
      機構。
 (二) 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
      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
 (三) 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
     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

對投票權人行賄
之人、投票權人

對團體或機構行
賄之人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知有左列犯罪情
      事，應即蒐集證
      據報請該管檢察
      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規
      定發給檢舉人獎金。

一、處1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百萬
     元以上1千萬元
     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一、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壹幣2
      百萬元以上2千
      萬元以下罰金。
二、預備犯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2條1項1
款、2、3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87條1項1款、
2、3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0條1、2、
3、4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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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其他妨害選舉之處罰

一、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罪：
(一)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
(二)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
     或否決（公職人員選舉）。
(三)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
     演講或他法。
(四)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4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0條

散布謠言或傳播
不實之事者。

以照相，錄音、錄影，
蒐集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偵辦。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二、亮票罪：
(一)須為選舉人或投票人。
(二)圈選（定）選票後。
(三)將圈選（定）內容出示他人。

公職人員選罷
法：
63條2項
88條2項
105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59條2項
74條3項
91條

亮票人 即時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依法偵辦。

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2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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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擾亂投(開)票所罪：
      在投(開)票所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經主任管理員會
      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
      不退出者：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
    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者。

在場喧鬧或攜帶
武器入場或有其
他不正當行為不
服制止者

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
        任監察員依法處理。

二、現行犯得逕行逮捕。

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65條1項1、2、
3款
105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61條1項1、2、
3款
91條

四、攜出選票罪:
　(一)須為選舉人。
　(二)須已領得選舉、罷免票。
　(三)將選舉、罷免票攜出場外。

攜出選票者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二、應由主任管理員或
       主任監察員立即與
       當地警察機關聯繫
       依法處理。

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1萬5千元
以下罰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8條1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3條1項

五、干擾他人投票罪:
　(一)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
　(二)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投
     　票或不投票。
　(三)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
     　為之。

犯罪行為人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二、應由主任管理員或
       主任監察員立即與
       當地警察機關聯繫
       依法處理。

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1萬5千元
以下罰金。

公職人員選
罷法：
108條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3條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61條4項
93條之1第2項

六、以攝影器材刺探選票內容罪:
  (一)於投票所。
  (二)以攝影器材。
  (三)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

◆總統副總統選舉特別規定
★裝設攝影器材刺探選票內容
   罪：
  (一)於投票所。
  (二)裝設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
       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

犯罪行為人

犯罪行為人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行
       逮捕。
二、即時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依法偵辦。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行
       逮捕。
二、即時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依法偵辦。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
臺幣50萬元以下
罰金。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
臺幣50萬元以下
罰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65條4項
106條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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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入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罪：
  (一)選舉人及眼同協助或代為圈
       投之家屬。
  (二)違反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
       影器材進入投票所之規定。

選舉人及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之
家屬

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3萬元
以下罰金。

註：本罪公職
人員選舉為處
新臺幣3萬元以
上30萬以下罰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14條4項
61條3項
93條之1第1
項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行
       逮捕。
二、即時蒐集證據報請該
       管檢察官依法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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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人七、擾亂投(開)票罪：
     (一)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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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
     逕行逮捕。
二、即時蒐集證據報 
       請該管檢察官依  
       法偵辦。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09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4條

         (乙)選罷法規定之選舉訴訟

壹、選舉罷免無效之訴

八、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從事
       競選宣傳罪：
　(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級機關。
　(二)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
         罷免活動期間。
　(三)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
       宣傳有關之活動。

中央及地方政府
各級機關首長或
相關人員

即時蒐集證據，報請
該管檢察官依法偵辦
。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3項
50條

一、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
二、並得就該機
      關所支之費
      用予以追償
      。

選舉罷免無效之訴：
 　   (一)選舉委員會或選舉罷免機    
                  關辦理選舉、罷免違法。

　(二)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
       果。

蒐集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處理。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8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1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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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
              結果公告之日起15日內。

　(四)檢察官、候選人、被罷
       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
       得以各該選舉罷免機關
       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
       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貳、當選無效之訴
行為違法當選無效之訴：
   (一)當選人下列情事之一者：

1. 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影
     響選舉結果之虞者。
2. 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
     或選務人員，以強暴，威
     脅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
     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
     票權或執行職務者。
3. 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7條、第99條第1項、第
     101條第1項、第102條第
     1項第1款、刑法第146條
    第1、2項；或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84條、第87

蒐集證據，報請該管檢
察官依法處理。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20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1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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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1項第1款、第89條
    第1項、刑法第146條第1
    項之行為者。
4. 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86條第1項之行為，
    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
    虞者。

   (二)選舉委員會或選舉罷免機
         關、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
         之候選人。
   (三)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
         30日內。
   (四)得以當選人為被告，向
       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
      之訴。
   (五)前項各款情事，經判決當
       選無效確定者，不因同一
       事由經刑事判決無罪而受
       影響。

         (丙)選罷法規定之行政罰

壹、政黨違反競選活動規定

政黨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10萬
元以上1百萬元
以下罰鍰。
併處罰其代表人
及行為人。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1項
52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罷
法：
96條1項
48條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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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宣傳品之限制：
   (一)政黨印發之宣傳品，未載
          明政黨名稱。
   (二)宣傳品張貼於候選人競選辦
          事處、政黨辦公處、罷免辦
          事處及宣傳車輛之外。
   (三)於未公告使用之道路、橋
         樑、公園、機關(構)、學
         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
         地，懸掛或豎立標語、看
         板、旗幟、布條等競選或
         罷免廣告物。

政黨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50萬
元以上5百萬元
以下罰鍰。
制止不聽者，按
次連續處罰。
併處罰其代表人
及行為人。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5項
56條

總統副總統選罷
法：
96條4項
50條

二、違法從事競選活動：
   (一)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之
         每日上午7時前或下午10
         時後，從事公開競選、助
         選或罷免活動。
   (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
          罷免活動。
   (三)妨害其他政黨或候選人競
         選活動；妨害其他政黨或
         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

政黨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50萬
元以上5百萬元
以下罰鍰。
併處罰其代表人
及行為人。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5項
53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6條4項
52條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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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
         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為
         候選人宣傳、造勢，或支
         持、反對罷免案。

三、違法發布民意調查資料：
   (一)自選舉公告發布及罷免
       案成立宣告之日起至投票
         日10日前所為民意調查
        資料，未載明負責調查單
        位或主持人、辦理時間、
        抽樣方式、母體及樣本
      數、經費來源及誤差值。
   (二)於投票日前10日起至投票
         時間截止前，發布、報
      導、散布、評論或引述有
        關候選人、被罷免人或選
        舉、罷免之民意調查資
      料。

貳、候選人、助選員違反競選活動
一、違法設立競選辦事處：
   (一)未依規定向選舉委員會
      登記。

候選人、助選員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10萬
元以上1百萬
元以下罰鍰。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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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宣傳品之限制：
(一)政黨印發之宣傳品，未載

明政黨名稱。
(二)宣傳品張貼於候選人競選

辦事處、政黨辦公處及宣
傳車輛之外。

(三)於未公告使用之道路、橋
樑、公園、機關(構)、學
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
地，懸掛或豎立標語、看
板、旗幟、布條等競選廣
告物。

44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6條1項
42條1、2項

   (二)設於機關(構)、學校、依
         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
         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
         所及其他公共場所。但政
         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不
         在此限。

二、違法宣傳品之限制：
   (一)候選人印發之宣傳品，
      未親自簽名。
   (二)宣傳品張貼於候選人競選
          辦事處、政黨辦公處、罷     
        免辦事處及宣傳車輛之  
      外。
   (三)於未公告使用之道路、橋
         樑、公園、機關(構)、學校
         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
       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
      幟布條等競選或罷免廣
      告物。

候選人、助選員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10萬
元 以 上 1 百 萬
元以下罰鍰。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1項
52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6條1項
48條1、2項

三、違法從事競選活動：
   (一)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
      之每日上午7時前或下

候選人、助選員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50萬
元 以 上 5 百 萬
元以下罰鍰。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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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不聽者，按
次連續處罰。

56條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6條4項
50條

        午10時後，從事公開競 
        選、助選或罷免活動。
   (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
         或罷免活動。
   (三)妨害其他政黨或候選人競
         選活動；妨害其他政黨或
         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
         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為
         候選人宣傳、造勢，或支
         持、反對罷免案。

四、違法發布民意調查資料：
   (一)自選舉公告發布及罷免
      案成立宣告之日起至投
      票日10日前所為民意調
      查資料，未載明負責調
      查單位或主持人、辦理
      時間、抽樣方式、母體
      及樣本數、經費來源及
      誤差值。
   (二)於投票日前10日起至投票
         時間截止前，發布、報導、
         散布、評論或引述有關候
         選人、被罷免人或選 舉、
         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

行為人 通知選監人員處理 處新臺幣50萬
元以上5百萬元
以下罰鍰。
併處罰其代表人
及行為人。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5項
53條1、2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6條4項
52條1、2項

          參、擾亂投票秩序之禁止

(丁)刑法妨害投票罪處罰條文

妨害投票罪

一、妨害投票自由罪：
(一)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
(二)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   
          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三 ) 未遂犯罰之。

二、投票受賄罪：
(一)有投票權人。
(二)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

違規行為人

妨害他人投票者

受賄之有投票權
人

由主任管理員、主任
監察員會同處理。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二、以照相、錄音、錄影
或他法蒐集證據，報
請該管檢察官依法偵
辦。

一、知有左項犯罪，立
即蒐證報請該管
檢察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

處新臺幣5千
元以上5萬元
以下罰鍰。

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
科30萬元以下
罰金。

公職人員選罷
法：
110條8項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
96條8項

刑法142條

刑法1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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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
         物投入票匭。
   (二)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
         罷免票。

(三)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

三、投票行賄罪：
     (一)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不正利益。
     (三)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四、利誘投票罪：
     (一)須為法定政治上之投票。
     (二)須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
           投票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
五、妨害投票正確罪：
     (一)須為法定政治上之投票。
     (二)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三)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
           變造投票之結果。
     (四)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
           虛偽遷徒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者。
     (五)未遂犯罰之。

犯罪行為人

犯罪行為人

犯罪行為人

規定發給檢舉人獎
金。

一、知有左項犯罪，立
        即蒐證報請該管檢
        察官偵辦。
二、鼓勵檢舉賄選，依
        規定發給檢舉人獎
        金。

知有左項犯罪，即蒐
證報請該管檢察官依
法偵辦。

知有左項犯罪，即蒐
證報請該管檢察官依
法偵辦。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7
千元以下罰金。

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刑法144條
 (選罷法99條1
 項設有較重處
 罰之規定適用
 時注意)

刑法145條

刑法146條1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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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妨害投票秩序罪：
(一)須為法定政治上之投票。
(二)須有妨害或擾亂投票之故
      意與行為。

七、妨害投票秘密罪：
(一)須為法定政治上之無記名
     投票。
(二)須有刺探票載內容之行為。

犯罪行為人

犯罪行為人 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
任監察員依法處理。

處2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5百元
以下罰金。

處3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147條

刑法148條

        (戊)集會遊行法處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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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
        主任監察員依法處
        理。於必要時，得
        通知該管警察機關
        派員協助。
二、現行犯任何人得逕
        行逮捕。

集會遊行非法行為之處罰

一、不遵從制止解散罪
  (一)集會、遊行時。
  (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
       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
       行經制止而不遵從。

首謀者 一、交通管制。
二、以照相、錄音、
       錄影或其他方法
       蒐集證據，報請
       該管檢察官依法
       偵辦。

首謀者處2年
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

集遊法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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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侮辱誹謗公務員公署罪
(一)集會、遊行時。
(二)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

法。
(三)侮辱、誹謗公署、依法

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或他
人者。

有侮辱誹謗公
署、公務員之
行為者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
        逕行逮捕。
二、以照相、錄音、 
        錄影或其他方法
        蒐集證據，報請
        該管檢察官依法
        偵辦。

集遊法30條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6
萬元以下罰金。

三、妨害合法集會遊行罪：
(一)對合法舉行之集會、遊

行。
(二)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

方法予以妨害。

犯罪行為人 一、現行犯任何人得 
       逕行逮捕。
二、以照相、錄音、
        錄影或其他方法
        蒐集證據，報請
        該管檢察官依法 
        偵辦。

集遊法31條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3
萬元以下罰金。

(己)賄選犯行例舉（法務部100年11月14日法檢字第1000003316號函准予備查）
壹、
   一、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涉有賄選罪嫌。

二、下列行為是否構成賄選，仍應由承辦檢察官視具體個案情形審慎依法認定之。

編號                                                                     內             容

（一）
提供「走路工」、「茶水費」、「誤餐
費」或其他名目之現金、票據、禮券、
提貨單或其他有價證券

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5944號判決。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88年度易字第59號判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法律問
題座談，見刑事法律問題彙編續第三輯。

(二)

(三)

(四)

提供具有經濟價值之日常用品，如
電鍋、熱水瓶、收音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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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法律問題座談，見刑事法律問題彙編續
第三輯。法務部89年6月8日邀集司法院、最高檢察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及法務部檢察司、法規委員會研商結論。

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
之國內外觀光遊覽、國內遊覽車旅
遊或進香活動

法務部89年6月8日邀集司法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及法務部檢察司、法規委員會研商結論。

假借募款、聯誼活動或其他相類理
由，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
相當之餐飲或流水席

參考司法院36年院解字第3703號解釋、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
上更（一）字第582號。法務部司法實務研究會第52期法律
問題。最高檢察署編「檢察官查察妨害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
員選舉有關刑事及選舉訴訟法令輯要」。98年7月28日「研
訂賄選態樣規範會議」結論。

（五） 提供往返居所地與投票地之交通
工具、交通費用 

參考司法院36年院解字第3703號解釋。

（六） 增加薪資、工作獎金或提供給薪
假期 

最高檢察署85年度研究報告「中日賄選犯罪和其規制的比較
研究」。100年11月4日「研修賄選犯行例舉會議」結論。

假借捐助名義，提供宗教團體、同鄉
會、其他機構或團體等活動經費、團
體服裝或活動用品等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判決。最高檢察署編「檢察官查察
妨害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有關刑事及選舉訴訟法令輯要」。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律問題座談，見法務部公報第179期。93年9
月27日「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賄選暴力相關事宜會議」結論。

（七）

（八）

假借核撥或補助經費名義，提供縣市
、鄉鎮、村里、社區或團體等建設經
費

法務部89年6月8日邀集司法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法
務部檢察司、法規委員會研商結論。

(十)

(九)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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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
品、獎品、獎金。

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檢察署98年度第1次檢察長業務
座談會結論。

假借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
獎品

最高檢察署編「檢察官查察妨害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
有關刑事及選舉訴訟法令輯要」。

招待至舞廳、酒廊、歌廳或其他
娛樂場所消費

收購國民身分證

免除債務

法務部89年6月8日邀集司法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及法務部檢察司、法規委員會研商結論、褚劍鴻著「刑法
分則釋論」、孫嘉時著「刑法分則」。

最高檢察署編「檢察官查察妨害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
有關刑事及選舉訴訟法令輯要」。

(十三)
褚劍鴻著「刑法分則釋論」、陳樸生著「實用刑法」、陳煥
生著「刑法分則實用」、呂有文著「刑法各論」、孫嘉時著
「刑法分則」。

(十四)
代繳黨費培養人頭黨員 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檢察署98年度第1次檢察長業務

座談會結論。

(十五)

代付水電費、稅款、保險費或其
他各項日常生活費用、規費、罰
款、賠償金

最高檢察署編「檢察官查察妨害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有關刑
事及選舉訴訟法令輯要」。93年9月27日「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查
察賄選暴力相關事宜會議」結論。98年7月28日「研訂賄選態樣規
範會議」結論。100年11月4日「研修賄選犯行例舉會議」結論。

販賣餐券，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
後兌換餐券面額數倍之金錢

最高檢察署編「檢察官查察妨害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有關刑
事及選舉訴訟法令輯要」。(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二)

(廿一)

(廿三)

(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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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賭博，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
後贏得數倍賭金

法務部89年6月8日邀集司法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及法務部檢察司、法規委員會研商結論。

提供或介紹工作機會或良好職位 最高檢察署85年度研究報告「中日賄選犯罪和其規制的比
較研究」。

贈送樂透、大樂透、刮刮樂等公
益彩券

93年9月27日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賄選暴力相關事宜
會議結論。

贈送農漁特產品 98年7月28日「研訂賄選態樣規範會議」結論。

免費或以不相當之代價提供勞務 98年7月28日「研訂賄選態樣規範會議」結論。

假借聘雇名義，發放薪資、工資
、顧問費或其他津貼

98年7月28日「研訂賄選態樣規範會議」結論。

假借支付競選活動經費，交付預
備賄選之賄款

98年7月28日「研訂賄選態樣規範會議」結論。

行求、期約或交付其他類型賄賂
或不正利益

貳、候選人分送之競選文宣，除現金或現金之替代品，如：電話卡、儲值卡、提貨單等外，以介紹候
       選人為內容之單純文宣品，或以文宣附著於價值新台幣三十元以下之單一宣傳物品，如：原子筆
      、鑰匙圈、打火機、小型面紙包、家用農民曆、便帽等，依當今社會大眾觀念，尚不足以動搖或
       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僅係候選人主觀上作為加深選民對其印象用，尚難認涉有賄選罪嫌
       。（最高檢察署90年9月24日召開之一、二審檢察長會議結論）

參、下列情形尚不足以構成賄選行為：
  一、參與民俗節慶、廟會、婚喪喜慶，贈送禮金、禮品顯與社會禮儀相當者。
  二、為選舉造勢活動提供參加民眾適度之茶水、簡便餐飲者，如一般飲料，簡易性之炒米粉、便當、
         貢丸湯等米麵製品或湯類。
  三、為選舉造勢活動製作臨時性、簡便性之衣帽供助選人員作為辨識之用者，例如印有候選人姓名、
         號碼或政黨名稱之運動帽、圈型帽、背心等。
  四、日常觀念認不具有相當價值之贈品，如門聯、桌曆、日曆、月曆等（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518
         號判決參照）。
  五、單純動員群眾，以車輛載運往返競選活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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