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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process) 

1. 发布选举公告 (announce) 

2. 受理／选定候选人 (pick and choose candidates)

3. 候选人排序＋公布候选人名单

(sort candidates + publish the candidates list)

4.   竞选活动 (election)

[台湾选举] (electoral system in Taiwan)



[选举特色] (electoral features)

•普遍 (equality)

只要年满20岁，在选举区内居住年限满6个月的公民都有选举权。
但被剥夺公权尚未恢复者、受禁治产之宣告尚未撤消者除外；

•平等 (equity)

任何人不享有特权，一次选举中一人一票

•直接 (direct)

公职人员一般均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1996年实现了直选“总统”。



[选举对象] (position)

副总统／总统选举 (president/vice president)

When：自由民国85年第9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开始

By whom：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How：选举人在选票上圈选同一组候选人，以得票最多之1组为当选

Period： 竞选周期为28天，总统／副总统任期4年，连选得连任一

次

马英九



[大陆选举] (election in Mainland China)

1. 直接选举 (Direct Election)

选民通过投票等方式，直接选举人民代表。

（适用于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选举。我国内地投票选举一般都是县
乡以下普选）

(apply for county, district, village & town 
only)



2. 间接选举 (indirect election)

由下一级国家代议机关，或由选出的代
表（或选举人）选举上一级国家代议机
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

(voted by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间接选举主要适用于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同级军队人大
代表的选举和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的选举）

(apply for precedent election)



中国主席 澳洲总统

候选人
(candidates)

只能由党指定认可
(Can only be appointed by 

the parties)

公民自由报名
(application for all 

citizens)

候选人条件
(candidates qualification)

年满45岁中国公民
(over 45 year-old Chinese)

公民自由报名
(application for all 

citizens)

候选人数
(candidates number)

1人
(one)

多人
(usually two)

投票
(vote)

主持团进行投票
(voted by host group)

公民自由投票
(voted by citizens)

计票
(counting)

秘密/无记名
(secret voting)

公开
(open voting)



［中国选举候选人］

• 代表候选人按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candidates can be nominated by particular companies/organizations)

• 代表候选人可以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单独或联合，以及代表10

人以上联名推荐提出。

(candidates can ben nominated by citizens (individuals or in groups), 

parties, or more than ten representatives)



［候选人条件］

• 政治条件 (political requirement) 

候选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候选人
必须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must be Chinese citizens)

• 年龄条件 (age requirement)

候选人必须年满45周岁。（1982年宪法）

(must be over 45 year-old – The 1982 constitution)

原因：这是因为国家主席的职务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关系重大。国家主

席必须是政治成熟、经验丰富、阅历广泛、具有较高声誉和威望的公民，
如果达不到一定年龄，难以具备这些条件。



［候选人数］

大陆－ 1人
－等额选举制度

(single-candidate election)

台湾－多人
－差额选举制度
(multi-candidate election)



［主持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人民代表选择（非全职）

(The people's deputies are choosen from..)

1. 普通城镇 (town/village)

2. 民族自治区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3. 军人 (soldier) 

4. 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台湾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982年宪法还规定，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罢免权只能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行使。也即，除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其他任何机

关、党派、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

权罢免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The President recalled can only be 

exerci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习近平

https://www.baidu.com/s?wd=%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uHD4n17BPHwWnARknHK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RsrHmLPjc4P1TznWckPjnYn0


［好处］ ［缺点］

台湾

• 平等，公开

• 热闹

• 人民了解候选人及政策

台湾

• 社会动荡

• 激烈的党政纠纷



［优点］ ［缺点］
大陆

• 人民不关心（例子）

• 对候选人了解甚少

• 平等性没完全实现

• 直接选举的范围过窄

大陆

• 没有烈激的党政纠纷

• 党内提名推荐的候选人更能清

楚了解国内现状

• 主持团监督，对人民负责

• 直接＋间接选举相结合





如何申请中国永久居留权
(how to apply for PR in China)

1. 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economic migrants)

• 产业投资合计50万美元以上 (industry investment, >$500k)

• 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投资合计50万美元

以上 (poverty-area investment, >$500k)

• 在中国中部地区投资合计100万美元以上

(middle are investment, >$500k)

• 在中国投资合计200万美元以上 (>$2million in totol)



2. 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已连续任职

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occupation: CEO/Manager/professor/researcher and 4-year full time work 

experience + at least pay taxes over three year)

• 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所属的机构

• 重点高等学校

• 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事业单位

• 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

资产品出口企业。



3. 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



4. 与中国公民结婚，婚姻关系存

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

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

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marry with Chinese citizens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 at least live in 
China for five years + stay in China 
for at least 9 months per year)



获得《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
(once you got the PR)

• 有效期：5～10年，一年居住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

(renew every 5 – 10 years, Live time shall not be less than 3 months of the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