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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現場】

我國推動電子投票的契機、挑戰與未來
劉嘉薇
國立臺北大學

從 2018 年九合一選舉「1124 之亂」談起
2018 年九合一選舉併同十案全國性公民投票選務辦理不佳，民眾從天亮排
到天黑，引起極大民怨，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被罵超慘，中
選會主任委員也已為此負責下臺。臺灣引以為傲的民主也因為本次選舉而受到
質疑，引起臺北市長的選舉無效之訴。選後由中選會委託循證民調有限公司辦
理的滿意度調查，在「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於中選會辦理這次選舉及公民投票
選務工作，感到滿不滿意？」這一題上，也僅有三成八滿意度，足見民眾的不
滿。除了當前《公民投票法》的修法面向，選務主管機關需要痛定思痛，重振
民眾對選務已經失去的信任。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已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要求中選會研提公投採電子投
票（electronic voting, e-voting）。對此，中選會副主任委員陳朝建表示，電子投
票涉及很多層面，實際上，各國施行方式也都不盡相同。中選會將彙整既有的

資安、技術、所需經費及社會信任度等面向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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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也會就已經實施國家的做法及各項實務問題併予考量，例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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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已有專文討論電子投票的技術（吳正義、楊吳泉、金明浩，2010；范
俊逸、孫偉哲、莊文勝，2010；陳淵順、左瑞麟，2010；蘇品長、葉昱宗，
2017）、安全（Martín, 2011; Moynihan, 2004; Prandini and Ramilli, 2012）、法律
（王郁琦，2006；林煒鎔，2002）以及治理（陳銘祥，2004；黃朝盟、王俊元、
許耿銘，2004；葉俊榮，2004；詹中原、王俊元、許耿銘，2004）等面向，並
援引介紹他國經驗（丘昌泰，2004；廖書賢，2004），以上這些論文對電子投
票各面向已有相當深入的討論。本文著重的角度與過去不同，最主要切入的角
度是與民主政治運作息息相關的「信任」問題，唯有民眾信任政府、政治菁英
互信，電子投票才可能實施，選舉結果才能取信於民，政治運作才有「正當性」
。

契機：選務的困境
在《公投法》未修法前，未來的選舉票和公投票張數可以想見還是很多，
在選務日趨繁雜的趨勢下，選務人員招募也更加不易，更有選務人員在九合一
選舉後表示，未來不會再擔任此項職務。加上選舉人與公投投票權人法定年齡
不一，將選舉票與公投票分為兩處投票的呼聲四起，但相鄰兩處的投開票所尋
覓不易，例如鄰里活動中心或廟宇等投開票所，不易尋覓相鄰空間，作為第二
處投開票所。
基於上述選務「人力」與「空間」的困境，電子投票在選後也引起熱烈的
討論。在這些熱烈的討論中，電子投票最大的爭議是民眾對於此種新型態投票
方式的不信任，擔心投票資料被竄改，或是境外勢力介入，若是發生爭議，也
無從進行紙本驗票。
在社會多元輿論中，過去雖基於「社會信任」或「政治菁英互信」因素，
沒有實施電子投票，但 2018 年九合一選舉排隊人數過多，等待時間過長，民
眾深受排隊之苦，是電子投票「政策窗」開啟的契機，實施後將可減少發票、
圈票和開票等時間，而「資安問題」也應匯集專家意見努力克服。推動電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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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已成為解決當前選務人力招募困難，以及增設投開票所困難的「解方」，期
待「科技」更能落實「民主」的實踐。

挑戰：民意對電子投票的看法
「電子投票」意謂用「電子投票機器」取代目前在選票上蓋章投票的方式，
選民可以到任何一個投票所確認身份後，用電子投票機投票，機器大小有多種
設計，大到一臺提款機的大小，小至一臺手機的大小。電子投票分成直接紀錄
電子投票機（direct recording electronic voting machine，簡稱 DRE）和光學掃描
投票系統（optical scan voting system）。前者利用直接紀錄式的電子投票系統，
使選民在投票所內直接在電子投票機器上投票，包括使用觸控式螢幕或按鍵方
式，結果記錄於電子投票機的記憶體內。後者保有傳統紙本選票的型態，以感
應卡或使用數位筆的方式投票，再以光學掃描方式計票讀取選票與計票。
過去中選會也已經進行過電子投票相關委託研究，包括《實施電子投票成
本效益分析架構之研究—以日本、韓國與菲律賓電子投票推動情形為例》（俞
振華，2011），以及《應用電子選票於多選舉區不在籍投票之可行性研究》（蔣
麗君，2011），相關民調數據如表一。
整體而言，電子投票具有方便性、減少計票錯誤以及擴大參與，也有四成
四的民眾認為會提高投票率，但安全性和可信度以及數位落差的問題可能會被

的影響則呈現五五波的民意。此民調為七年前執行，當時也許不那麼注重「節
省時間」此一價值，如今大選併公投，投票時間的精簡更為重要。再者，電子
投票受到另一質疑的面向是「投開票過程公開」，也可在電子投票機上顯示投
票結果畫面，僅由選民本人觀看，或是採用光學掃描投票系統。由上觀之，過
去民眾對電子投票的看法有些樂觀，但也仍有疑慮，這是推動電子投票的挑戰。
經過 2018 年的選務亂象，為了解決選務問題，電子投票的契機正在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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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至於「投票意願」的增減、對投票率的看法和電子投票對「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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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面向

民眾對電子投票看法
不同意

同意

無反應

26.2

66.5

7.3

計票錯誤 電子投票機的投、開票方式更能避免計票錯誤

27.9

62.1

9.9

安全性

使用電子投票機的投、開票方式很安全，不太
會出現作弊的情形。

53.6

38.5

8.0

可信度

我們可以完全相信使用電子投票機所得出的選
舉結果。

54.2

37.6

8.1

數位落差

利用電子投票機對於不會操作電腦的人不公
平。

29.2

66.4

4.4

針對一些無法在投票日當天回到戶籍地投票的
擴大參與 選民，譬如軍人和警察，政府應改變現在的投
票方式，讓他們可以投票。

16.7

79.3

4.0

問卷題目

增加

減少

維持不變

如果投票方式改採電子投票機的方式，請問您
的投票意願會增加、減少、還是維持不變？

16.7

20.0

59.7

問卷題目

不會

會

無反應

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使用電子投票機會不會
增加投票率？

48.2

43.9

7.8

方便性

面向
投票意願
面向
投票率
面向

問卷題目
電子投票機會讓民眾更方便投票

問卷題目

有人說：「採用電子投票機或網路投票能擴大
選舉參與，提昇我們的民 主品質。」也有人說：
民主發展 「採用電子投票機或網路投票會讓民眾不相信
選舉結果，反而對民主造成傷害」請問您比較
贊成哪一種說法？

對民主 對民主
有幫助 有傷害

41.8

44.2

無反應

14.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俞振華（2011）。
說
明：1. 表格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
2. 樣本數 1229。
3. 「不同意」包括「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同意」包括「同意」和「非
常同意」，「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和拒答；「不會」包括「一
定不會」和「可能不會」，「會」包括「可能會」和「一定會」。
4. 「投票意願」無反應比例為 3.6。
5. 標示灰階處為百分比在橫列中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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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過去已為電子投票的到來做了許多準備，包括 2014 年委託政治大
學選舉研究中心進行《電子投票技術及運作機制研究計畫—應用於多選舉區不
在籍投票之雛型系統設計》（游清鑫，2013），設計出第一臺電子投票雛型機，
分對象分區試用，並將電子投票加入未來選務人員培訓課程，協調內政部在身
份證改版時納入選舉功能等。為了因應電子投票，中選會目前也已成立「公民
投票電子投票專案小組」。

未來：重建信心、避免恐懼
目前《公民投票法》僅有電子連署規定，選務主管機關和朝野應儘速研擬
共商《電子投票法》，以利「數位民主」的實踐。電子選票的設計方式、電子
投票機的設計、驗證及維護皆耗費成本，因全國性公民投票選票樣式皆相同，
建議初期以全國性公民投票為施行的起點，並擴大至選舉票。將可大幅減緩選
舉併全國性公投的選務壓力，也由於電子投票計票快速，可同時延長投票時間。
因為電子投票可運用於不在籍投票，因此兩概念經常相提並論。蔣麗君
（2011）指出，若應用電子選票於多選區不在籍投票，主要的成本在於電子投
票設備設計、購買及維護、教育訓練及宣導與選民學習等成本上；主要的效益
在減少運輸成本、選票印製及簡化投票過程等。值此，選務主管機關也應儘速
研擬《不在籍投票法》，以擴大選舉或公投參與。

肇因於對此項技術不瞭解以及朝野政治對立造成支持者不信任對立陣營。對於
技術的不瞭解，或對於安全的疑慮，可由朝野推派專家代表就整體資安問題檢
視，直至雙方獲得共識。質言之，關於民眾或政治菁英對技術和安全問題的不
信任，本身就是對政府「不信任」和「恐懼」的問題。即使政府再如何說明電
子投票的資訊安全沒有問題，甚至拍胸脯掛保證，最終民眾對電子投票的評價
仍出自於對於政府的信任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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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實施電子投票面對的問題是，民眾對電子投票缺乏信心和信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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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云：「我
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去年我們的公民投票選務不夠周延，荒腔
走板的過程引來社會撻伐，但當前的公民投票制度卻可能是舉世羨慕的直接民
主，在邁向成熟直接民主的路上，電子投票可以幫助我們減少跌跌撞撞。而政
治領導更應努力獲得民心支持，化解藍綠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在電子投票研議
的過程中，民眾、公民團體和媒體也應監督朝野表現。當不同政治立場的民眾
或菁英可走出同溫層，開誠佈公理性討論政治，電子投票只會被視為「技術」
工具，不會是「政治」工具。值此，資訊安全、個人隱私與投票過程的疑慮都
可能因為「信任」而緩解，我們將不再「恐懼」。
然而，並非所有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採行電子投票，因為電子投票需要有發
展的條件，我國為資訊大國，軟硬體技術兼備，加上選票數眾多，有選務的「壓
力」，因此以當前面對的危機和契機而言，已具有實施電子投票的條件，我國
若實施電子投票，勢將成為其他國家仿效對象，建立國際上的軟實力。
我們的社會已不容許選舉結果的延遲，電子投票將帶來契機，選民減少排
隊時間，將更多時間放在檢視公投意見書或候選人政見，將可提高民主品質。
選務主管機關應就前述所提技術、安全、法律以及治理等面向，援引他國經驗，
建立社會信任，積極推動並落實電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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