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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第十八屆兒童自治市市長選舉計畫 

一、依據： 

   (一)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二)桃園市各國民中、小學自治市實施要點。 

   (三)龜山國小自治市實施要點。 

二、主旨： 

   (一)讓兒童瞭解民主憲政的真諦，並於團體生活中訓練自我管理和辦事的能力。 

   (二)透過選舉活動讓兒童體認選舉的目的，乃是為國為民作奉獻服務，為國舉才、選賢與

能。 

   (三)透過自治活動，培養兒童法治觀念，孕育其民主的恢宏氣度。 

三、實施辦法： 

(一) 成立選舉委員會： 

為辦理此項活動，特組織「選舉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訓導主任為總幹

事，訓育組、生活教育、事務、教學、體育、衛生、出納組長及一-五年級學年主

任為委員。 

職稱 負責人 職務 

召集人 校    長 召集選舉委員會 

總幹事 訓導主任 統籌與協調各項選舉事務 

與區公所商借選舉用具 

委員 訓育組長 協助辦理選舉、場地協調、場地佈置 

委員 生活教育組長 選舉當天協助會場秩序掌控 

委員 一~五學年主任 選舉當天協助秩序掌控及選舉秩序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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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選舉活動及進度 

    日      期     進                度 說                 明 

4月 24日(五)以前 

 

辦理候選人登記 

請五年級級任老師上網填報
候選人及政見等資料。 

即日起自 4月 24日止 

4月 28日(二) 候選人拍照、抽籤編號 由候選人親自抽籤，未到者，將代為抽籤不
得異議。 

5月 05日(二) 

  

公佈選舉公告 

張貼競選海報(直式) 

各班補助 200元，收據請交訓育組報帳。 

張貼競選海報於培英樓穿堂 

5月 11日（一） 公辦政見發表會  候選人 1-4號 

5月 13日（三） 公辦政見發表會 候選人 5-9號 

5月 25日（一） 各項競選活動結束 

佈置投開票所 
至下午四時止 

5月 26日（二） 投(開)票 上午八時三十分起至十一時止 

5月 27日  (三) 公告選舉結果  

6月 03日 (三) 舉行宣誓、就職典禮。 

(三)申請登記候選人注意事項 

1.資格：本校五年級在籍學生，由每班推選一名，必須符合身心健康，服務熱忱，品
學兼優，曾任班級自治幹部者參選。 

      2.候選人申請手續：4 月 24 日以前請級任老師上網填寫申請書（含候選人姓名、性別、
年齡、經歷、政見），送選舉委員會核定。。 

3.候選人之級任導師為當然輔導員，其輔導範圍如左： 

(１)指導發表政見。 

(２)策劃組織助選團及活動方式。 

(３)輔導設計繕寫、張貼、懸掛等活動。 

5.候選人宣傳海報請以全開大小直式設計，張貼競選海報請將文宣海報送訓導處 

      6.候選人不得印製或散發傳單及競選名片。 

      7.候選人不得結眾遊行，燃放鞭炮，或是用擴音器呼叫，嚴禁上課中、午睡中進 

行拉票活動，影響安寧。 

      8.候選人不得以糖果或學用品交換選票。 

      9.候選人如違反選舉辦法，經選舉委員會調查屬實，取消其候選人或當選資格。 

 (四)選舉人注意事項（導師可用【附件一】之選票樣本先行指導之） 

1.選舉人資格：凡本校一至五年級在籍學生，均有選舉權。 

2.請導師選舉當天將印章發下，以方便學生用印。 

3.各班接到投票通知後，由級任導師帶隊按時前往指定地點投票，選舉人憑名牌領取

選票，各選舉人於領取選票後，應用圈選處使用規定之工具，依自己之意志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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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投票場所內絕對禁止宣傳拉票、窺視他人圈選或交談意見等違規行為。 

      5.選票應投入票箱，不得攜出場外。 

(五)選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無效：（一至五年級老師協助指導） 

       1.不用選舉事務所製發之選票者。 

       2.圈選 2 人以上者。(含 2 人) 

       3.所圈選位置不能辨別者。 

       4.不用指定的戳章圈選或在選票上簽名做記號者。 

       5.空白票者。 

    (六)選舉結果： 

      1.選舉開票後，得票最高者當選市長，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2.經判決當選無效者，由次多票者遞補之。 

      3.當選之市長任期為一年。 

   (七)使用經費：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合 計 

文宣用品 200元 9(九班) 1800 

茶水費 20元 20 400 

合計 2200元 

   (八)本項活動之進行，當堂之任課老師應帶領學生參與選舉活動。 

   (九)附則： 

1.一至五年級級任老師指導分辨有效票及無效票。選票樣本。【附件一】 

2.選舉日選舉人注意事項【附件二】 

3.相關選務物品向市公所商借。借據【附件三】 

5.選務工作由第十七屆自治鄉幹部協助，選務人員工作分配表【附件四】 

6.選務人員公假單【附件五】 

   (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訓育組長：               會計主任：              校長： 

訓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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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市長選舉選舉人注意事項 

 

1. 10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8：15 開始進行投票，預計於 11：00 結束。 

2. 一次同時進行兩個年級，順序為五、四、三、二、一年級。 

（8：15 請五年一班、二班……；四年一班、二……班至禮堂外空地集合，每班按照號碼
排成一排，每人憑名牌（無名牌老師確認、蓋印章或簽名）領取選票 

3. 若第一班第一位同學投完票，請至同學年通知三班前來準備，依此類推。 

4. 請各班導師利用【選票樣本】指導學生圈選辦法，並提醒學生先想好人選，以免於圈選處
耽誤太多時間。 

5. 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不用選舉事務所製發之選票。 

（2） 圈選 2 人以上者（含 2 人）。 

（3） 所圈選位置不能辨別者。 

（4） 不用指定的戳章圈選者。 

（5） 於選票上簽名者。 

（6） 空白票者。 

（7）  

投票地點：禮堂 

舞 

 

台 

出口 ※ 

                          

        □              □              票箱 

             

□      □              □       □       圈選處 

             

                           ♁                    等待線（每排最多 3 人） 

            ▲  領                      領  ▲ 

▲  票                      票  ▲ 

▲  處                      處  ▲ 

                                      

入口 

                           五年級            四年級 

                              、      ★      、 

                            三年級           二年級 

 

★監察員－2 人（協助投開票口的秩序維護、通知班級投票） 

▲管理員－4 人（核對投票人姓名、用印、發選票、登記發出選票） 

♁監察員－2 人（等待線排隊指引、禁止窺視投票） 

※ 監察員－1 人（禁止人員帶選票出場或亮票等不法情事、禁止人員從出口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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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借             據 
 

 

茲向  龜山區公所借用投票匭兩個、圈選圍欄四個
及圈選工具四組無訛。 

 

此致 

 

龜山市區公所 

 

立據人：龜山國小周坤財 

104 年 5 月 25 日 
 

 

 

 

 

 

 

 

 

 

 

 

 
                                   



 6 

【附件四】 

龜山國小 103學年度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選務人員工作分配表 

 

編號 班級 姓名 工作內容 

1 六年三班 張皓瑋 
監察員：協助投開票口的秩序維護 

通知班級投票   

2 六年六班 傅連綺 管理員：查驗身分證（名牌） 

3 六年七班 羅羽紘 

4 六年一班 蘇君卉 管理員：蓋印章（或簽名） 

5 六年二班 黃思瑜 

6 六年五班 林奕辰 監察員：發一張選票、登記發出選票張數 

7 
六年四班 

六年八班 

葉旻蒨 

江瑋皓 

監察員：等待線排隊指引、禁止窺視投票、選

票投入票箱，禁止人員攜帶選票 

出場或亮票等不法情事。出口禁止人

員進入，場外禁止嬉戲。 

唱 票：張皓瑋、江瑋皓 

計票：傅連綺、羅羽紘 

整票：蘇君卉、黃思瑜、林奕辰 

整理選務工具送還市公所：葉旻蒨、張皓瑋、江瑋皓、傅連綺 

選務工作地復原：羅羽紘、蘇君卉、黃思瑜、林奕辰、葉旻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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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選務人員公假單 

親愛的老師您好： 

    自治市幹部協助辦理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相關事務，以下是公假時間，請老師

准予公假。謝謝！ 

日期 時間 內容 

104年 5月 25日（一） 下午 01：00-02：00 佈置選舉場所 

103年 5月 26日（二） 上午 08：00-12：00 擔任選務工作人員 

                                                                 訓育組 104.5.21 

 

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選務人員公假單 

親愛的老師您好： 

    自治市幹部協助辦理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相關事務，以下是公假時間，請老師

准予公假。謝謝！ 

日期 時間 內容 

104年 5月 25日（一） 下午 01：00-02：00 佈置選舉場所 

103年 5月 26日（二） 上午 08：00-12：00 擔任選務工作人員 

                                                                 訓育組 104.5.21 

 

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選務人員公假單 

親愛的老師您好： 

    自治市幹部協助辦理龜山國小第十八屆自治市選舉相關事務，以下是公假時間，請老師

准予公假。謝謝！ 

日期 時間 內容 

104年 5月 25日（一） 下午 01：00-02：00 佈置選舉場所 

103年 5月 26日（二） 上午 08：00-12：00 擔任選務工作人員 

                                                                 訓育組 104.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