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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海外國民行使第 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答客問 

一、現在國內設有戶籍之海外國民，要返國行使第 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權，是

否應先申請？ 

答：現在國內仍設有戶籍之海外國民，合乎下列條件者，即具有選舉人資格，

戶政事務所會主動編入選舉人名冊，無須申請： 

（一）年滿 20歲，即民國 85年 1月 16日前（包括當日）出生。 

（二）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投票日前已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即臺澎金馬）

設有戶籍達 6個月以上（即民國 104年 7月 16日前已設籍）。 

（三）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形。 

二、在海外之中華民國國民，現在國內未設有戶籍者，應備具那些條件才可以

申請返國行使第 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權？ 

答：戶籍已遷出之海外國民，符合下列條件者，皆可以依規定申請登記返國行

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 

（一）年滿 20歲。 

（二）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設有戶籍達 6個月以上，

現已遷出國外者。 

（四）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形。 

三、我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後，回國並設立戶籍，是否會影響我的選舉權？ 

答：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並經戶政事務所查核准予登記者，即取得返國行使

選舉權之選舉人資格，其後回國設立戶籍，並不影響其選舉人資格。但如

果在戶政事務所尚未完成查核准予登記前，回國設立戶籍，則不具有返國

行使選舉權之選舉人資格。如果您正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在未收到戶政

事務所的查核結果通知書以前，切勿辦理戶籍遷入登記，以免因而喪失您

的選舉權。 

四、返國行使選舉權申請登記方式為何？ 

答：海外國民返國行使選舉權申請登記可採下列任一種方式辦理： 

（一）親自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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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親友申請登記。（以上均可以郵寄方式辦理） 

五、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應具備那些表件？ 

答：（一）申請書。 

（二）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含護照號碼、姓名、出生日期、發

照日期、效期截止日期）影本 1份。 

（三）寫明申請人姓名地址之免貼郵票回郵信封，以利戶政事務所寄送查核

結果通知書，但如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回郵信封應寫明代收人姓名

及收件地址。 

（四）如委託他人辦理登記者，並應檢附委託書。 

六、我應該到那裡去索取選舉人登記申請書及委託書？ 

答：您可以從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僑務委員會網

站（http：//www.ocac.gov.tw）下載、外交部各地駐外館處或僑務委員會

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索取申請書及委託書；此外，您還可以影印申請書

及委託書，亦可依格式自行製作使用。 

七、受理選舉人登記之起訖時間為何？ 

答：受理海外國民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申請日期，自民國 104 年 9

月 16日起，至 104年 12月 7日止。您若採取郵寄方式申請，應於 104年

12 月 7 日（包括當日）前，將申請表件寄達您最後遷出國外時戶籍地的戶

政事務所（以戶政事務所收件日期為憑）。 

八、選舉人登記申請書填妥後，應寄到那裡？如何寄送？ 

答：申請書填妥後，應寄交或送交您最後遷出國外時之戶籍地的戶政事務所，

您可以郵寄或由親友送交。 

九、如果我的最後遷出國外時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因為行政區域調整或劃分

為兩個以上而改變了，我該怎麼寄我的申請書？ 

答：如果您知道最後遷出國外時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現屬於那一個戶政事務

所，請逕寄該所；如果您不知道，則可將申請書寄至最後遷出國外時之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該戶政事務所收件後會代為移轉。 

十、我的申請書要不要用掛號信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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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法令並未規定申請書必須以掛號信寄出，但以掛號寄出的好處是方便查

詢，如果不以掛號寄出，一旦發生郵誤恐將無從查考。您如果想了解申請書

是否寄達戶政事務所，可與原戶籍地的戶政事務所電話聯繫。 

十一、我已辦完選舉人登記申請，什麼時候才可以知道登記結果？ 

答：受理申請之戶政事務所，最遲會在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前，將「查核結

果通知書」以掛號信寄交申請人。 

十二、我是委託在國內親友辦理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之申請登記，我本

人會不會收到「查核結果通知書」？ 

答：無論您親自或委託國內親友辦理選舉人申請登記，「查核結果通知書」將以

掛號方式寄交給您（申請人）；如果您有指定國內親友代收，則通知書將會

寄交給您指定的代收人。 

十三、我收到的「查核結果通知書」，會通知那些事項？ 

答：（一）查核結果符合規定者，戶政事務所將編入選舉人名冊，「查核結果通

知書」將通知您於民國 105年 1月 16日在○○村（里）投票。 

（二）查核結果不符合規定者，依法不准予登記，「查核結果通知書」將註

明原因（不准予登記之原因詳見「查核結果通知書」格式）。 

十四、我如何確認「選舉人名冊」上有我的名字？ 

答：選舉人名冊將於民國 104年 12月 29日至 31日在原戶籍地之各鄉（鎮、市

、區）公所公告閱覽，如果您剛好回國可以親自查閱；如果您不在國內，

亦可以請國內親友查閱，發現錯誤或遺漏，得於公告閱覽期間內申請更正

。 

十五、我什麼時候可以收到投票通知單？ 

答：如果您申請時，申請書上有指定國內代收人，投票通知單將由鄉（鎮、市

、區）公所寄交您指定的代收人；如果未指定國內代收人，則投票通知單

將留存在您原戶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備供您前往領取。  

十六、中華民國第 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的投票日是那一天？投票時間從幾點開

始到幾點截止？ 

答：投票日期是民國 105年 1月 16日（星期六），投票時間從上午 8點至下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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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止。  

十七、我回國投票時，是否須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 

答：目前相關法令並未規定海外國民返國行使投票權，其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

須加蓋入境戳記，因此，返國行使選舉權人無論是否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

，對於您的投票權都不會產生影響。 

十八、我要到那裡去投票？ 

答：您應該前往您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設置之

投票所投票，詳細投票所別及地點，會在您的「投票通知單」上註明。如

無「投票通知單」，可向戶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查詢投票所。 

十九、我去投票時，需要攜帶什麼證件？ 

答：（一）在國內未設戶籍，經申請准予登記為返國行使選舉權者，應攜帶本人

有效中華民國護照投票。 

（二）在國內設有戶籍，依法取得國內選舉人資格者（屬於第 1 題之情形）

，應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不得憑其他證件（如護照）投票。 

二十、如果您是屬於在國內設有戶籍，依法取得國內選舉人資格者，且尚未換

領新式國民身分證，應如何申辦？ 

答：（一）由於舊式國民身分證已於民國 96年 1月 1日停止使用，如果您是屬於

在國內仍設有戶籍，未遷出（國外）登記者，依法取得國內選舉人資格

者，須攜帶新式國民身分證始能投票。 

（二）欲申辦換領新式國民身分證之海外國民，得於返回國內後攜帶舊式身

分證、符合規格彩色相片 1張及印章，親自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換證。 

有關相片規格（http://www.ris.gov.tw/zh_TW/187）及其他換證應注意事

項，可於內政部戶政司網站（http://www.ris.gov.tw）查詢或向各戶政事

務所洽詢。  

二一、如果我的中華民國護照效期在投票日已過期，可否領到選舉票？ 

答：領不到，一定要憑有效中華民國護照才可以領到選舉票。 

二二、我領取選舉票時，是否一定要在選舉人名冊上蓋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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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到投票所領取選舉票時，應在選舉人名冊蓋章或簽名或按指印。 

二三、為什麼海外國民須要返國投票？  

答：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總統副總統選舉「在國外

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定之。」已明定其應「

返國」行使選舉權。  

二四、是不是一定要帶「投票通知單」才可以投票？ 

答：只要「選舉人名冊」上有您的名字，沒有「投票通知單」也可以投票。不

過，為了節省選舉票領取時間，請您儘量攜帶投票通知單，或記下您的選

舉人名冊號次在「第○頁第○號」，並於領票時告知投票所工作人員。  

二五、我是年滿 20 歲的「留學生」，我可不可以申請登記返國投票，我返國以

後，會不會因兵役而不能再出境？ 

答：只要您符合選舉人資格，就可以親自申請登記返國投票，但請您注意： 

（一）如果您仍在兵役年齡（年滿 18歲之翌年 1月 1日起至屆滿 36歲之年

12 月 31 日止），且尚未服兵役，必須所持之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為

僑居身分，且返國未逾「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第 4

條第 1項所定「屆滿 1年」（所指「屆滿 1年」，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準： 

1.連續居住滿 1年；2.中華民國 73年次以前出生之役齡男子，以居

住逾 4個月達 3次者為準；3.中華民國 74年次以後出生之役齡男子

，以曾有 2年，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間累積居住逾 183日為

準）之規定。 

（二）如果您不具僑居身分（中華民國護照未加簽為僑居身分者）且於國外

已無在學，返國後須受兵役管制，依法徵兵處理，即可能須服完兵役

後方能再出境。另依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如果您是 18 歲

之年 12月 31日以前出境，或於 19歲之年 1月 1日以後經核准出境

國外就學，而現仍修習高中以上、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者（其就學

最高年齡，高中以上大學以下學歷者至 24歲，研究所碩士班至 27歲

、博士班至 30歲。但大學學制超過 4年者，每增加 1年得延長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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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年齡 1年，畢業後接續就讀碩士班、博士班者，均得順延就學最

高年齡，其順延博士班就學最高年齡以 33 歲為限。以上均計算至當

年 12月 31日止），返國後得檢附經我駐外館處驗證之在國外就讀當

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高中以上學歷學校之在學證明及中華民國

護照正本，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役男再出境核准；惟在國內停留期間

，每次不得逾 3個月；護照效期以 3年為限，護照並應加蓋「尚未履

行兵役義務」戳記，未經內政部核准，不得為僑居身分加簽。 

二六、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海外國民能

否同時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權？ 

答：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條第 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2條第 1項第 2

款及「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

記查核辦法」規定，海外國民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僅適用於總統副總統

選舉，不包括立法委員選舉。 

二七、海外國民行使選舉權，要如何取得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資訊作為投票參考

？ 

答：海外國民可以從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查詢總

統副總統候選人相關資訊，另中央選舉委員會將拷貝「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錄影帶，送交僑務委員會透過台灣宏觀電視播放。 

 

※有關「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

查核辦法條文」、選舉人登記申請書及委託書格式，請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查詢及下載。 

網址：http://www.ce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