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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3 日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

中選法字第 10735501481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全國性公民投票經費募集許可及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0 條。
三、「全國性公民投票經費募集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
網站（網址 http://www.cec.gov.tw）「最新消息」選項下網頁。
四、本修正草案為公民投票法之子法，為便利公民投票法修正公布後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各該子法及相關作業規範需儘速配合修訂以符實需，草案公告期間有因應此特殊情
況，另定較短期間之必要。
五、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
(二)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
(三) 電話：(02)23565166
(四) 傳真：(02)23976896
(五) 電子郵件：amy0423@cec.gov.tw
主任委員 陳英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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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經費募集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民投票法修正案經總統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日公布施行，依第二
十條第一項序文：
「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後，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經許
可得設立辦事處，從事意見之宣傳，並得募集經費從事相關活動，但不
得接受下列經費之捐贈。其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規定及配合第四十五條罰則之修正，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除條次配
合更動外，其餘修正要點如次：
一、募集經費之聯名人數。(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收受人之查證及不符規定時之繳庫義務。(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募集之經費為金錢者，應存入專戶之期限及超過一定金額之捐贈方
式。(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超過一定金額之實物捐贈應載事項及超過一定金額收支對象之詳細
資料。(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收支結算申報表刊登政府公報時，應遵循之保護個資規定。(修正條
文第九條)
六、刪除地方性公民投票經費募集準用本辦法之規定。(現行條文第十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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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經費募集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民投票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民投票 配合公民投票法修正公布，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修正本辦法授權之條次。
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募集，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募集， 配合公民投票法修正公布，
係指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
係指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 總統及立法院交付辦理公民
後或中央選舉委員會(以
後或中央選舉委員會（以 投票規定之條次調整及增列
下簡稱本會)收到依本法
下簡稱本會）收到依本法 行政院交付辦理規定，爰修
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交付
第十六條、第十七條交付 正本條條次。
辦理公民投票函文之日
辦理公民投票函文之日
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
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
提案人、公民投票案支持
提案人及支持與反對意見
或反對意見者，以從事意
者，以從事意見宣傳為目
見宣傳為目的，向不特定
的，向不特定人募集財物
人募集財物或接受其捐贈
或接受其捐贈之行為。
之行為。
第三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 第三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領 一、本法第二十條第七項已
之領銜人、公民投票案支
銜人及公民投票案支持與
授權另訂辦事處與辦事
持或反對意見之代表人，
反對意見之代表人，於公
人員之設置辦法，第一
於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
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或本
項序文有關辦事處申請
或本會收到依本法第十四
會收到依本法第十六條、
規定配合刪除；另因政
條至第十六條交付辦理公
第十七條交付辦理公民投
治獻金法中「金融機構」
民投票函文之日起，向本
票函文之日起，在金融機
一語，已涵括郵局在
會申請許可募集經費者，
構或郵局開立專戶者，得
內，本項序文及第二款
應在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備具載明下列事項之申請
郵局用字配合刪除。
並備具下列各款資料之申
書，向本會申請許可設立 二、配合本法提案門檻下修
請書提出之：
辦事處及募集經費：
至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
一、領銜人或代表人姓
一、領銜人或代表人姓
人總數萬分之一以上，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第二項之聯名人數亦予
編號、住址。支持或
編號、住址。支持與
調整，將聯名人數調降
反對意見者，並應檢
反對意見者，並應檢
為提案人數之二分之
附聯名成員之名冊及
附聯名成員之名冊。
一，爰修正第二項。
其電子檔。
二、開立專戶之金融機構 三、第一項序文修正文字；
二、開立專戶之金融機構
或郵局名稱、地址、
另配合本法第七條投票
名稱、地址、帳號及
帳號及戶名。
權年齡修正，修正第三
戶名。
三、委任會計師之姓名、
項年齡規定並參照本法
三、委任會計師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第八條第二項對提案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或營業處所
人、連署人及投票權人
號、住址或營業處所
地址。
年齡認定之基準日，規
地址。
四、設立辦事處者，辦事
定代表人及聯名成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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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立辦事處者，辦事
處地址及其負責人。
前項支持或反對意見
之聯名人數，應達最近一
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
人總數萬分之零點五以
上。
前二項支持或反對意
見代表人及聯名成員，於
申請書提出日，應年滿十
八歲，並設有戶籍。
本會收到第一項書件
表冊資料，應予點清，不
合規定者，即請送件人或
請其轉知提案人之領銜
人、公民投票案支持或反
對意見之代表人補齊後，
始予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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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址及其負責人。
齡認定之基準日，以申
前項支持與反對意見
請書提出日為準。
之聯名人數，應達最近一 四、新增第四項，規定權責
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
機關收件前，應先就表
總數萬分之一以上。
件資料審視無誤，再予
前二項支持與反對意
收件。
見代表人及聯名成員，應
於該公民投票提案提出日
或本會收到依本法第十六
條、第十七條交付辦理公
民投票函文之日，年滿二
十歲，並於公民投票權行
使區域內設有戶籍。

第四條 辦事處不得設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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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持
或反對意見之人民團體辦
公處，不在此限。
辦事處設二所以上
者，除主辦事處由領銜人
或代表人為負責人外，其
餘各辦事處，應指定專人
負責。
第四條 對於本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各款之捐贈，提案
人之領銜人、公民投票案
支持或反對意見之代表人
應向監察院、經濟部與相
關業務主管機關、內政部
及各該受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主管機關網站查證，
不符規定時，並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辦理繳庫事宜。
第五條 提案人之領銜人、
公民投票案支持或反對意
見之代表人募集之經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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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二十條第七項已授權
另訂辦事處與辦事人員之設
置辦法，本條內容另行研議
置於該設置辦法中，爰予刪
除。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之查證機
關及不符規定時之繳庫
事宜。

一、本條新增。
二、募集之經費為金錢者，
應存入專戶之期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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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者，應於收受後十五
日內存入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專戶。但超過新臺
幣十萬元現金捐贈，應以
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
為之。
第六條 經許可募集經費
第五條 經許可募集經費
者，除於辦事處之經常募
者，除於辦事處之經常募
款活動外，應於募集活動
款活動外，應於募集活動
二日前，載明募集活動名
二日前，載明募集活動名
稱、舉辦時間、地點，報
稱、舉辦時間、地點，報
本會備查。
本會備查。
第七條 提案人之領銜人、
公民投票案支持或反對意
見之代表人從事募款活
動，不得妨礙公共安全及
交通秩序；違反者，依有
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八條 經許可募集經費
第六條 經許可募集經費
者，應設立收支帳簿，由
者，應設立收支帳簿，由
委任之會計師按日逐筆記
委任之會計師按日逐筆記
載募集經費之收支時間、
載募集經費之收支時間、
對象及其地址、用途、金
對象及其地址、用途、金
額或實物之價額等明細，
額或實物之價額等明細，
以備查考，並據以製作收
以備查考，並據以製作收
支結算申報表。
支結算申報表。
收支帳簿之記載依下
收支帳簿之記載依下
列規定：
列規定：
一、應自收支事項發生之
一、應自收支事項發生之
日起登帳，並依序逐
日起登帳，並依序逐
日記載。
日記載。
二、收入之捐贈人與支出
二、收入之捐贈人與支出
之經手人應於摘要欄
之經手人應於摘要欄
載明其姓名。但無法
載明其姓名。但無法
得知捐贈人本名之捐
得知捐贈人本名之捐
贈，得以無名氏入
贈，得以無名氏入
帳，並應註明捐贈之
帳，並應註明捐贈之
時間及地點。
時間及地點。
三、帳簿之記載，除數字
三、帳簿之記載，除數字
用阿拉伯字外，文字
用阿拉伯字外，文字
應以中文為之。
應以中文為之。
四、收受超過價值新臺幣
四、收受實物捐贈應記載
二千元之實物捐贈，
其品名、數量及其折
應記載其品名、數量
算價格，並載明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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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政治獻金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對超過
新臺幣十萬元之捐贈，
限定其捐贈方式。

條次更動，文字未修正。

一、本條新增。
二、從事募款活動應遵循事
項。

一、條次更動。
二、參照政治獻金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修
正第二項第四款文字。
三、參照政治獻金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三
項第四款規定，修正第
三項第四款之金額下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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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折算價格，並載
人之姓名。
明捐贈人之姓名。
五、支出費用應逐項取得
五、支出費用應逐項取得
憑據或證明文件，並
憑據或證明文件，並
應依支出事項發生之
應依支出事項發生之
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
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
類，依次編號黏貼或
類，依次編號黏貼或
裝訂成冊。
裝訂成冊。
前項帳簿之記載，必
前項帳簿之記載，必
要時得自行設置分類帳或
要時得自行設置分類帳或
備查簿。
備查簿。
收支結算申報表應記
收支結算申報表應記
載下列事項：
載下列事項：
一、收入部分：
一、收入部分：
(一) 個人捐贈收入。
(一) 個人捐贈收入。
(二) 營利事業捐贈收
(二) 營利事業捐贈收
入。
入。
(三) 政黨或人民團體捐
(三) 政黨或人民團體捐
贈收入。
贈收入。
(四) 募集活動收入。
(四) 募集活動收入。
(五) 其他收入。
(五) 其他收入。
二、支出部分：
二、支出部分：
(一) 宣傳支出。
(一) 宣傳支出。
(二) 租用宣傳車輛支
(二) 租用宣傳車輛支
出。
出。
(三) 租用辦事處支出。
(三) 租用辦事處支出。
(四) 集會支出。
(四) 集會支出。
(五) 交通旅運支出。
(五) 交通旅運支出。
(六) 雜支支出。
(六) 雜支支出。
三、餘絀部分。
三、餘絀部分。
四、超過新臺幣二萬元收
四、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
支對象之詳細資料。
支對象之詳細資料。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應載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應載
明之事項。
明之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詳細
前項第四款所稱詳細
資料，包括收支對象之姓
資料，包括收支對象之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金額、用途；
號、住址、金額、用途；
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者，其名稱、負責人姓名、
者，其名稱、負責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
址。
址。
第九條 前條收支結算申報 第七條 前條收支結算申報 一、條次更動。
表由領銜人、代表人簽名 表由領銜人、代表人簽名 二、現行條文第六條之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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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蓋章，並經委任之會計 或蓋章，並經委任之會計
結算申報表，依該條第
師查核簽證，於投票日後 師查核簽證，於投票日後
四項規定，涉有收支對
三十日內，向本會申報。
三十日內，向本會申報。
象之個人資料，為免依
申報收支結算申報表
申報收支結算申報表
本條第五項刊登政府公
收件截止時間，以本會辦 收件截止時間，以本會辦
報時，將個資外洩，應
公時間為準；以郵寄方式 公時間為準；以郵寄方式
適度去識別化，爰修正
提出者，以本會收件日期 提出者，以本會收件日期
第五項。
為準。
為準。
賸餘之募集經費，應
賸餘之募集經費，應
於申報時繳交本會辦理繳 於申報時繳交本會辦理繳
庫。
庫。
領銜人、代表人死亡
領銜人、代表人死亡
者，其法定繼承人應依前 者，其法定繼承人應依前
三項之規定辦理。
三項之規定辦理。
本會於受理申報截止
本會於受理申報截止
後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 後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
料彙整列冊，於國民身分證 料彙整列冊，並刊登政府公
統一編號及住址部分去識 報。
別化後刊登政府公報。
刊登政府公報後之申
刊登政府公報後之申 報表不得申請更正。
報表不得申請更正。
第十條 對於第八條及前條 第八條 對於第六條及前條 條次調整，文字修正。
之收支情形，有事實足認
之收支情形，有事實足認
其有不實者，本會得要求
其有不實者，本會得要求
檢送收支帳簿、收支憑據
檢送收支帳簿、收支憑據
或證明文件。
或證明文件。
前項之查核，發現有
前項之查核，發現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應
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應
通知補正，必要時得派員
通知補正，必要時得派員
查核：
查核。
一、未註明用途者。
一、未註明用途者。
二、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
二、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
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
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
式不具備者。
式不具備者。
三、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
三、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
塗改痕跡，而塗改處
塗改痕跡，而塗改處
未經領銜人、代表人
未經領銜人、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四、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
四、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
量之文字、號碼不符
量之文字、號碼不符
者。
者。
五、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五、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收支帳簿、收支憑據
收支帳簿、收支憑據
或證明文件應於申報後
或證明文件應於申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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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六個月。但於發生訴
保管六個月。但於發生訴
訟時，應保管至裁判確定
訟時，應保管至裁判確定
後三個月。
後三個月。
第十一條 對於收支結算申 第九條 對於收支結算申報 條次更動，文字修正。
報表內所列帳目，本會應 表內所列帳目本會應予查
予查核，並自申報截止日 核，並自申報截止日之次
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查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查核。
核。
任何人發覺募集經費
任何人發覺募集經費 支出有不實之情事時，得
支出有不實之情事時，得 於申報截止之次日起三個
於申報截止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檢具事證，以書面載
月內檢具事證，以書面載 明真實姓名、住址向本會
明真實姓名、住址向本會 舉發之。
舉發之。
第一項所定完成查核
第一項所定完成查核 期間之規定，於本會依前
期間之規定，於本會依前 項舉發而查核時，不適用
項舉發而查核時，不適用 之。
之。
第十二條 募集經費之查
第十條 募集經費之查核， 條次更動，文字未修正。
核，本會得組成查核小組， 本會得組成查核小組，並
並得委任會計師辦理之。查 得委任會計師辦理之。查
核結果，應提報本會委員會 核結果，應提報本會委員
議審議。
會議審議。
第十三條 違反本辦法之規 第十一條 違反本辦法之規 條次更動，文字未修正。
定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 定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
其許可，並依相關法令處 其許可，並依相關法令處
理。
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書件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之
條次更動，文字修正。
表冊格式，由本會定之。 書、表格式，由本會定之。
第十三條 地方性公民投票 本法第二十七條就地方性公
經費募集許可及管理，得準 民投票之經費募集已有準用
用本辦法之規定。
規定，本條無庸再定，爰予
刪除。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條次更動，條文未修正。
施行。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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