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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c3a338153e2747b4a9e0ec85a69b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Wai L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我非常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因為會令好多選民因工作時間或其他原因而不
能投票，變相降低更大約投票率。這個是政府想要的結果嗎? 

A09028



3d485c284b7e3358c57de5a6d4aad0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極力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29



217c98212b5b2c834c4d56960848c8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朱健強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30



d25e3d92af0f0d7ad8461a080bf4a4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CHI SU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極之反對，這個建議簡直不知所謂，諗出哩個官直頭係白痴低能。

A09031



ba2a85c1e5264d6e60f93b0b8f1ffb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Chi Hung Savi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返對

A09032



6b7f3d87393ed885e4d00f836c41730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09033



0c24a40a56cfad631171148c39ead5c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nnie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贊成縮短投票時間

A09034



9a0d98f139d83d68f5cba3c9133e877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潘忠賢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能改

A09035



e98edc5b92104dfe43a401a34ff6fb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36



b40cd4149667f46fc818a0096e2fbef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百害而無一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37



0ca96acc58a553f8ddb73f31a8ec710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38



1d085ff7dfd2b6b80a35458087f040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的原因讓人懷疑背後動機。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39



1546ae1297147119ceb13dbd88bfd1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Zhao h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40



05221e4cff840056db4756a2ac9af0f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 ok Sui L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041



ad2a60c5c4994ad1d7ef58df7965e5d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42



f00c39857bfe71c1a8a995ecbb3c81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C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43



0ebf454f99f901820c6db6c7c81972f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44



3cc30fc1b55fe3fb16b936fa50ef750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K PA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9045



5d483828967ead308dd831c0d22b71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hoebe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同意，我認為還需要加長時間進行投票，以便上班一族。

A09046



4988688dca4c1962ab7258a85ab720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紹明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

A09047



cd49c939e2982b9f4a3941d8bb8e3f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09048



23370ead1031388af81c5371c0c3b8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49



7e09457f287c061ab928b304195d04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同意縮短時間，因佷多人有不同上班時間，怕影響了他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50



df894f5e051590e7fec8ba98cd7834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ina 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51



cd0f507b76b286677a238a3955a9f8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范嘉儀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該開放更多票站分散人流，或者把投票日設為公眾假期。

A09052



2cc056b9dcdbb8b0a809c33fa678ad6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介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同意

A09053



c4ab2f23a11b4ceb0b4de8e30d16ceb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r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Disagree with shortening polling hours. 

A09054



47352adb5628242975a7535814ec0ea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ike chow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重要事情需要足夠時間

A09055



36bba07d82feee145ca6e87a8718917b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民主倒退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56



1d908e5de508adad860babc8262527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ox Luk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57



781e12958e9c406791dfd109f08d00c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m Sau F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極度反對，認為不合理

A09058



049f880e725681312df97f8a8ce9eaa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ncent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059



d881580069eb47a8e8862117646629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反之應該考慮延長投票時間，給選民更充裕時間去票站投票，間接
改善目前的投票率。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60



9e6745af0afbd082e349d32fdc8a3e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y Y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最好將投票改為平日，並且是日為假期，方便市民投
票

A09061



996fd89658128476ef37c4457f7e99b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ang y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62



f415cc93d8a3b78a70a47fdebef390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偉宗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63



a6ee5bdb18523cf2df00318da0a333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鼓勵市民勇躍投票，就應該延長投票時間，而不應該自相矛盾地縮短
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64



4fca41b012e8e43311bbf15d6e6c73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in Ma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necessary 

A09065



d240c61a31c9ad416cc022617f4ecd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俊祺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大部分香港人從事服務性行業，大多需要在假日上班，而且工時十分長，
將投票時間縮短絶對會剝削一眾服務性行業同工的投票權。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旅
遊熱點，實在有賴從事服務業的巿民辛勤工作。除非政府同一時間立法禁止全港僱主
要求僱員於投票日上班，否則，縮短投票時間實在不切實際，更削弱香港的民主精
神。

A09066



7a0314c023ce58120802c71f18aafa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等於剝削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67



d8e20639e455053b73a3822a58ed988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合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68



37d107a594904d40f51c3402108bf47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范益彰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政府應該給予最大空間盡量收集合資格選民的意願，
方能令投票結果具代表性，這個是投票的意義所在，同時亦是政府對巿民應盡的責
任。縮短投票時間形同間接剝削巿民之選舉權，降低選舉結果的客觀性，為保政府在
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應重新考慮對縮短投票時間此提案予以否定。

(編者註：來信人於2017年12月28日以電郵方式分別遞交2份意見書，由於第2份意見書
已包括第1份意見書的內容，為免重覆，第1份意見書不在此刊載。)

A09069



8406e33d8b91850f46189333be72f6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鄧凱文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不可能削弱公民政治權利，更應加倍維護，甚至擴大那僅餘，小得可
憐的政治表達權

A09070



8a2397d11a2b5dc87790715e4c4adaf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71



c07297094470b587665efa57a5721b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lara chow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072



8947a0022e07e6b31032090d3a62650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方便上班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73



af8cf6178b2f08cf2558e6c5e94de15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an 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74



e32983928a5be1fdd30de286376cd9e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市民工時長，縮短投票時間乃剝奪選民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75



8a2f3ca460df7c00cb06ae973748113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Chi H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gree 

A09076



56c5a700991334ad9535f6cc006cf65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NG CHUN W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I have a strong opposition for this suggestion. 

A09077



  

b16c1e8fee5993dd195dede45b19b9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ssie L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應該投放多些資源去支持市民踴躍投票現在的政策去縮短投票時間其
實是和鼓勵市民投票方針背道而馳

A09078



c1db7a15b4744cb28fa034bbe1d5bb8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梁曉彤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毫不合理

A09079



597db3c75f4d857708ed838e60eff9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80



fc587ccf6e4e1219d6257b784ea09f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osa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81



1a0f78d93bd802b486c8a10b220c948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auping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多設投票站

A09082



a43e5b3f6eb28a7722b52f7d905a134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83



7fcad941601318204ef3718beaf886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84



3904acadc9d02c843e3744b065c8cc5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極度無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85



6896833cd02da1ef1d4d69921a9d0d0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唔好阻住市民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86



624239443d3e33da8cb946408a6442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家麒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我試過全日都很忙，最後一個鐘先去投票的。

A09087



 
 

 
 

266755fcce04c247babeca7689129e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wan Pak Ng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The existing polling time schedule is prov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time as people are working 
overtime or cross-district working nowadays. To be hone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extending the time as the voting population is getting younger and many of them need to 
work overnight even in weekends. 

A09088



f1fffe5d374225a4f21b188d23809f8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簡偉豪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89



  

3f2fe3bc3d306ee1138daaec1a5626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奪去選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90



 

211d64b888e2b64cc69c7e4728fea93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Totally opposite the suggestion 

A09091



446e13fa7892ddf04ed23fd5782fca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徐雪瑩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侵犯選舉權

A09092



ce13f7d3cef7d83fc8c9550bacb7ee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沛霖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093



e208c0009d8dfddb7c08472e5f9e90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gie lam yin s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094



f7d96bdbf8951e52a5ee4750dd03995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會令投票率降低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95



99ab238da6e9b96cff3092e829b128a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維持現狀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96



 

945f70e41aeb61fe812cca70d136a2b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堅決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97



450669441f6617eb6f47bda4bad447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大維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098



ccbf936bdb43593dc6f20f9b0b6ba47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099



9ee0c6acf4bb19f146afa49a087bca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能接受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09100



87d935824829d4f50b1dd0bca5f0dd11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ong wai y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不能縮短，很多人放工趕去投票

A09101



c8ccc5ad24a7cb727e4367ff457692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漠視對工作者的需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02



46b271bf55de00b642928ffb604b46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arey Kwok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03



 

6f94ff5a1b2b162cb50d3b673e8ad98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nneth c h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04



01dc1891d3e5a0384d025a76c95c9b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瑞文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因許多人工作關係，未能提早放工，趕不及投票！

A09105



d198ee25d6e8ec727a576f664446b7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CHUNG Y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9106



1a8e2e001037306dea22170687185e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van Che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07



3b0bc4f36eb1700969bab8b0b53ed9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ora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反而應該加長，因每次都有因遲到而趕不及投票的情形發生。

A09108



8c49184f6910e603dba4f2808fb33f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胡淑芳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對選民造成極不方便

A09109



d22aa55b69923ff6c18bd070ab4bd6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嘉瑩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毫無針對性，完全無法理解

A09110



8cf631c4aa79df84c934e461ddff1b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1



e9e55e48f64d8a16dfd713de9b55dacb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unfair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2



8b7c7de60436a395b4e4c9c3744428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Very suppor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3



341131882e769238b60f68183835548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及應適當延長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4



77c8be4805140481db763846cfe06da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ic L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15



aab9a8dfde45ae3a868152d2af68fd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iuWuK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116



b4f77a869a1e6fcddf0be4d13cc59e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有些選民需要上班而未能時投票，所以投票時間應該加長，不應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7



6c469667acbaf54abfbc958849dbfd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投票時間本來就不夠，每次都要趕回票站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8



8055ce014484c99f7b484a29acadbf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缩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19



cb361c20d1fe728a6956a906041eccf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onnie L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同意

A09120



47993bbcb2e25a22e6ce73eb8b6b72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ssie Chia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應該，因為以往都出現人龍排隊投票，縮短時間只會更混亂。

A09121



d41f5e576c660df3a200cae31dba2e9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政府宜家沒有資源做4年先一次的選舉嗎？可以削減不開會不發言的議員津
貼及其薪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22



843feff0b4e905118a0244ea2fdc06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23



 

6cb0542483cd2ff5f375d20845a6bd4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ile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

A09124



2a8ce46c9335678c852b117057af3a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給予選民充分彈性，投票時間不應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25



f1919aa0153cd5cd3e6410102c75c44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呂寶珠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26



 

03618df1e0b80cdfea3a1c466886b0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荒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減少投票率，更容易操控結果，建制的老
人票更加有影響力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來信人於2017年12月28日以電郵方式分別遞交2份意見書，由於第2份意見書已包括第1

份意見書的內容，為免重覆，第1份意見書不在此刊載。)

A09127



2d05e4e508c97c60c00f5438a79e363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trick La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縮短

A09128



ee71ebc3dea1a80aac48c15e3e4974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chuing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如缩短投票時間,不如唔耍要投票

A09129



 

0d42fd3a7ede39fea6d1919306cfd1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30



2ce40418b3e6ba3976950a47255349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能接受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31



ba0035613f00635508a3cc84c57aaa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Wing K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縮早唔縮夜晚

A09132



50fe72f7b3836fe88d095fddf0ebe34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是剝削市民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33



08960aa32c98ed425823b713c1cc50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o Yin Kwok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34



06fe54e285d16d3029a8383196513fd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iu Pik k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沒有必要。

A09135



fc93c3ec3ffaa2bbacab2f8eafb4b13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Chi M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無任何理由要縮短，反而因應之前投票情況需要延長

A09136



3becfbd3ce5dac98cc12229b8f2218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Chun W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投票需要慎思明辨，細心想清楚，假如將投票時間縮短則會本末倒
置，導致有機會定下一個錯誤的選擇

A09137



6cf11a483e3082ab1e12229a599133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鍾妍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剝削選民投票權利。投票機制應以便利市民及鼓勵投票出發，而非行政便
利而令選民失去投票機會

A09138



d0ae6789ab816e3195ba5701f5dc6f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溫兆聰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39



0c5940e19ed96fd6a92e3c493ef05ee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40



f81a926c85ce5b90e105efbbb56582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曾昭華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41



ed73a11445d25b5856557b25cc81804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 L. L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42



cb81db9c4bcc3157ab5fc1a133257c4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鍾耀明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衹為方便自己工作而忽略了市民的工作需要下班後才能前往投票，所
以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A09143



e7fd1ea113751289512a66f7d33e4b9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44



5d43188371bfbab23f3a3a5643100d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45



2ea8174696ca97271dadac4fb53799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tac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在投票率不算高的情況下更加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開放投票時間的長短
是為了方便市民投票，不應為了方便工作人員而減短。

A09146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4 
Subject: 有關修改投票時間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不應規管或禁止 
b 不應禁止 
c 不應

修改投票時間:
本人絕對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Name (署名來函) 
ID 
請把本人資料保密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33 
Subject: 有關修改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請保持原來制度。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來函附有關電子郵件是由某品牌智能手機傳送的預設簽名，不在此刊載。) 

A09147



544c5bdd85369dda12fce68a42c969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Kin W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讚成，完全離地的建議，什麼落場食飯可以去投票，市民係需要跨區工
作的！

A09148



de7dae53eed28e486e1f9d663ab8e92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49



326cb3e3ac04a0c544821a893e1a77d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loria Yip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Disagree!! 

A09150



c568e91b7d5795944d554d10966782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yan Ch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絕對是錯誤，其實應該要再加長投票時間才對. 

A09151



dc0718fbb1a31ccbc0828f64e39a8e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 Kw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I think such measure ignores and derives voter's basic rights. 

A09152



063776cf6c8c2387f5bcd3f99fd516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浩樂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粗口！！

A09153



a367847a620a9c032d79455e2355707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54



6c2521d74d357ba50b5986788be1001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55



02fbda6b0a1306b04d41a21e40bc42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iffany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56



943084d51a04caac69afcdace11873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彭正浩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57



aa33282861cda9964d8dca5a63d91a2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要返工，又夜收工。如果縮短投票時間。我便没得投。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58



   

a7818a2d3fc250a3b1cbd186a39747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志輝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剝奪投票人投票權利時間

A09159



05001a9b1b68e836952b9ab2785b7b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aisy La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如更改時間,一定有人弄錯以致未能投票

A09160



b53905be36ef77aa7e7db7caf473f4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巧雲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Govt should facilitate the voting 

A09161



f0c3907cfaeda8f717057b99b47a7b6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y man y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同意

A09162



2ac9a40ab7618522d6649e9e2ca0d0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obie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63



4053580dfacd7de28a2340214027d7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 F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嚴重剝削市民投票權，嚴重違反行之有效的投票習慣。

A09164



d19bf3536efafa84578a063f4951fec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kwong y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縮短

A09165



845ef92c0528f19058c965de2e2a304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hawn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以市民身分講出，現時投票時間都是勉強可以安排時間投票

A09166



ff495dbf5d18cbdb7b2fbfc9df53fb0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amuel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時間，令市民失去參與投票機會，同政府以往鼓勵市民盡公民責任，
背道而馳！

A09167



71bedb02bf2f9abca6a6f5ef0e942e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國權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便利民生

A09168



cf72a7a368a267efda4fecccaa96e3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nson La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無理, 剝削選民權利

A09169



 

915250a65fadd188447374a00fec9f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oey s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反而要加長投票時間

A09170



df08ec5b10abea044f60f9ab069773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覺得應該加長投票時間,不可能午餐時間投票, 住北區去中環返工點可能用
午餐1小時回家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71



372961543b8058c5989c553326ba2aa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合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72



82e55112fabd947e8add872111cac6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teve Ch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明白為何有此舉措,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
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高峰。反而應該延遲朝早開放時間, 將資源集中在中
午及晚上。

A09173



 

a20112e048f9b5cb42abd8ee2784961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Objection!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74



59e5eb46926f5db2523ea1dea9ce4c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hn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時間！

A09175



d96a8851bfc0a50dd10c2c20baa38e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anny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應轉為 08:30 - 23:00 

A09176



67fe6769c1799167d9f660caa730c5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77



2a4c78c75e33a309c33baf70d51fca9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78



  
  

5e3f04a1b490f88933c1d5d0c8523a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繼昌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用政府常用說法，現行的投票安排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請有關部門先向公
眾交代，此項安排最初在何時實施、因何如此安排，才能說明為何現在需要改變原有
行之有效的安排。

A09179



d8c7f7eb7eb3d49e03c512261537aa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e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該延長票站開放時間方便夜歸港人

A09180



f605f0de5340bd5a736aabe1fe4997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mingy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違反常理、倒退的決定

A09181



f58e2ec52d6445d01c3f0f31928068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ung betsy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因這是市民應有的權利！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是給予市民足夠
的投票時間！這是人權！

A09182



a05f9e5e48d55632b571715fe97983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mmy P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do not agree 

A09183



7f48b803fbece68d7db36b2fbb1055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eoffrey 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84



 

514c381abc101597ca3bd7588bcd079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又有一宗違反民意，甚至違憲無理地限制選民投票權的舉措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09185



9485087ad4bef1f863effc28e473b86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tan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加長投票時間及增加人手

A09186



c4e3eecdd9690890eeb01513b83210b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87



1210768ad83d4ff5b6d6b156e97ddf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m Tsz Kin K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ion~! 

A09188



4923d891c4471cfcbb64ad5097eeafb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要方便唔同需要市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89



e94f13016463297e5ae01cbd9e4744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liff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建剝削公民投票權利

A09190



5cd529277ddb9e570910c6dc6b7da9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ng Tsz Y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The time for voting should be extended instead of shortening 

A09191



e7e884d00e34a7ad2bc60a069338cd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極力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92



a94145dabe2da7da5883dfbdc9894f5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ilena yu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193



be930e78455e4d881a639989aaee5a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皓晶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194



dcaf9bcb8cb119325429b3f7dcc11b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 Ka Chu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現在的投票時間已未能滿足所有上班族，若再縮短情況會更嚴重！上班過
程中出來投票的說法簡直荒謬，你在家中上班的？

A09195



81ee66898943bf99d839bddf37edbec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我需要下班後才能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96



b0a55769ddbd8f1036f53d5f16fe6c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很多市民都需要夜收，縮短投票時間會變相令上班人士未能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97



7b09827037939e0d64b847fc09a129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98



a8f8ae8954d7a3badd6ce737464eaf4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是一直行之有效的安排，不明白政府為何需要改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199



175b7cd14b623890387bd64581e391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UNG KA W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00



4f66347752fe82cc174422d28271ba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可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01



b248dc169c28ec014b40d0b7ceda897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n T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政府沒有足夠的理據縮短投票時間

A09202



7f93920d348b232a97278510e3d307b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onald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03



7f20450b49f31b657157e5851ca0436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要改时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04



037b661afc77373f76bc4bd626cbcdf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我認為為了方便更多巿民投票, 應該延長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05



6a01ef14890542912dfef17eaf25e4a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uby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維持或延長現有投票時間能讓廣大市民有機會參與投票，人員過長的辦公
時間應由增加人手解決，而非縮短投票時間原因之一

A09206



317db8784c425a7eda9c84e670288f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WAI NGOR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我認為沒有充足理據支持縮短投票時間

A09207



 

1c1ba1773429634e58b10e04bbb0ba6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08



6fcd817e0cb0900bddcf33da3d14eb6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ex Chi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09209



629e3c8381be7a927862e9a95267de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m Ching W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10



3d0fd589e8f94d7be84040e9639d59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yan HB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唔夠時間去投票，請維持原來的投票時間。

A09211



a4153e9be0cb00b7714b5082c361ef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俊文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12



b36167f68f895add8ea26ea0630788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便行市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13



8baae618598fce4211f557004817f64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秦啟峰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14



6383616ac0cfc7b6939b67a55bbb2a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嘉賢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沒有考慮香港的實際現況，包括很多香港人在星期日都需要工作，甚至在
晚上八、九時才下班。

A09215



2995738bd02f5be22973d3c02212c8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ITA Y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216



8cd48b7ffc7045cef930fb6c650e49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ingo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能縮短，絕對對選民不公平

A09217



a400b198d2741ab09b01e691b0382de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18



d868bfd010e3560133c75710a79ab9d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19



 
 

 
 
 

0732b42a47dcb6625588e0611c8937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 L. P. Tsa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The longer the time for voting, in theory, the more opportunity and convenience 
for as many people as posible to show up for poll. Shortening the time for poll is not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jams at polling station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lection period. There exists 
a possibility that, with a shortened polling time, more people would be packed in certain 
timeslots, which might worsen the jams. Such amendment is yet another nonsense of this 
incompetent government. 

A09220



74e15c84c9561f37f640745b572edab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鼓勵多尐人投票，就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21



32219432a3adeb6ce86875c5ba09bbd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22



e151d3a8bf551213ae6fbca217d693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w Chun l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23



 

a11c1da6cd671f9f4a6f99214d7287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IC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不是應以方便市民為主嗎？為何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建議縮短投票
時間？我的意見是應該加長投票時而非縮短。

A09224



0e47e9ff4983ee97cc93b2ec118a2c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wok wing y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225



9aaee5e13b9101606ce46b33c5b0a0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silly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26



d5e0999f7e015eb2f994c0cab967bf4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27



ed9e4d6cf856aaff559be6c0b259ab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Ching M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沒有尊重選民投票的權利。

A09228



bda89417a77d0431667f6f2261a0ec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letta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不接受

A09229



4442956c003a4611644c632633b594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hoi ya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多些方便給予選民

A09230



819039145bf414442cf2c60da86d24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Hau Y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延長時間。

A09231



37d2cd175fad455ac3429748ce45c5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rina Ta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32



6a080fd347912350b654048cde31fc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沒有道理。政府有責任提供足夠時間讓盡量多的選民有機會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33



df35a4c30dee6eb32655fae3bb33fc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阮華康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是選民應有權利不能縮短剝奪

A09234



7089d7aee880ddc49242739fe0abea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朱柏霖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應該增加投票時間

A09235



a5723548cd4a4c1a54d79b6f32fddb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36



0d0682beac1ee9a2baff105a1e478ff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37



f6ecd6d338c058d99523101d8867dd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反而要加長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38



06faee552223b0cf4e50ae8d97989a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 WAI H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不贊成！

A09239



693a3d797c0588492c82fcc53f0c44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觀乎現況，絕無縮短投票時間的空間。無謂無理的縮時，只缩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40



eaed899e450ba7f4ca434dec1fc0ef3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eter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以香港服務性行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跨區及超時工作
極為普遍，尤其投票日往往是週日，若縮短投票時間，極可能本身已與上班時間重
，並不可能展現投票的公正性。

A09241



81718e3926dffef8d31606a010845e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堅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不知政府搞什麼見不得人的阴謀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42



e4317f698e553906992acfa82d825e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會令上班市民未能投票，降低投票率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43



698d04191f11615977292cbcd5b486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44



6af281aa12c8960a92f1f0d6b743a7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oo Kar Y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香港工時十分長，很多人下班已接近午夜，甚至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完成投
票，如縮短投票時間必定令更多選民未能盡公民的義務，剝削市民的權利

A09245



00da152708a06a7728245d58a9483d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柯芳玉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你好:
本人反對政府建議縮短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本人曾因為輪班工作關係，而公司未能作出安排，導致
差點無法投票，而以上情況或於將來再次發生。 
Sum Wong 

A09247



9ac9c9414cc10a775aa0d103c176975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smin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贊成

A09248



5a08fd008b5032d0518486575fc897d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o po y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49



466463a0832edbe4584fd9a7ab150a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homas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Reject 

A09250



11b7fc74aed1219c4e27b882e2b0fdf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歐先生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為持現在

A09251



80784782b140125ee37ba8c461e9c9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ristina Yip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9252



3f5b20bb37bc7ccb552d67b95d233ea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ynthia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堅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9253



f5c134f97192dc599604d147167c3a8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54



f5523fb91fa65575e1c1b455b8081a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ul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5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敬啟者：

我是港島區選民，我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從新聞片段知得，2016年立法會選舉，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比起首一小時
的5萬人更多，反映香港選民積極、踴躍履行其公民義務。

萬一縮短投票時間，較晚下班的選民就無法投票，這變相剝奪他們的投票權利，政府
應該盡力保障市民投票權利。

因此，我不單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更建議在選民較多的選區增設票站，以疏導人
流。

每次都有投票的香港選民謹啟

A09256



8e20284db8ccc1bc97079a316fa8baf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ong May-F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能剝奪市民的投票權

A09257



bb452f1070b3d7156afa2333f49574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58



d29a092dee52b19115ea4f98585a09d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an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59



 

62112820186097ac527a7b014692de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aymond pa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Unacceptable 

A09260



bf5138c63adfddf603e2bf1c1794aa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限制市民本身投票的權利

A09261



6fc5f7149ede94ef840d653fefb96a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eorge 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增票站以助舒緩截止投票前的人龍

A09262



b259f79b1614d7a9fb5f251d959de7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繆自衡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變相令部分市民失去選舉權, 造成不公平

A09263



5be8e5fd776e455f89e8cc665d3388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祁偉良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264



49f98cb817f5e675334cd2f4986a519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Strongly dis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65



d3d810bd6e0b3a36ee7dfb0797f9ce4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黎景鴻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請看重真的有需要投票的市民而設想,不要強加太多的限制

A09266



0efe4861f2e784b46161baf5070ce5c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缩短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來函附有關電子郵件是由某品牌智能手機傳送的預設簽名，不在此刊載。)

A09268



017113e8df645ef680736a924698c2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保持現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69



321d601e79bc459cc931017d03ebb4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知所謂，令參與投票者減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70



d523e6951ef095baac3ea37068533c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lement 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09271



ed7db61c4b1d0bd47a6d560611fb98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ony f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

A09272



5ea92568024830b11b7015e9735eb93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objection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73



3884986b4fdbfb89bb9e03931beda0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 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如要縮短時間，有沒有替代方案？如網上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74



b3ce64274358a2fbe8306d0bd678e67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75



c2982294d74d364ca5f8c73dc4aff6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76



0307b92a181e0c8db0dab042150ba6a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嘉柔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荒謬

A09277



6dd227248bc2678ad66a975e026c30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沈寶毅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78



a4bbdb7c8b7a9969005128446e8711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irius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79



ed4648cc107ac5aeb0e28c8f046022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我有權選擇任何時間去投票，不應剝奪之前啦最後的玩半小時或1小時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80



eec23bdaee9a7d3a7cc7d5854c68e3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81



f9db5a0921927c202c480b528cbef56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亞滿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雖然投票日在假期舉行，但都有人要上班。有些早上上班票站未
開，如果將投票時間縮短他們睌上可能投不到票。

A09282



13da7a7d94597a41a3298ef819637a6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lliam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 totally 

A09283



670269bf8aa8b22e438c89da0db2266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eville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編者註：來信人於2017年12月28日以電郵方式分別遞交2份意見書，由於第2份意見書
已包括第1份意見書的內容，為免重覆，第1份意見書不在此刊載。)

A09284



0a4251fb8ff4e44644bf01dc8b86c97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nie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285



d76216c7e100af1b967527790e5651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drew F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286



f9b7429c43df82de3a40c202070324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erek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Disagree 

A09287



ffae0bc82ca5f87fc200fe74a2eecb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88



13e6b9c4d43bdd35e429528a45fef74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m Kit Y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時間是否因應政府想要票果而定？

A09289



2e222686d07bd5fcc369325a1be29e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90



1cebfac07b5dee504f485eaa23a9e3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91



e311654735a511d29a41590930896f1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切實際的做法，與實際需要背道而馳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92



dce523d1b95047c8f90b5d2986b421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93



87ea95e71c41ed165465a930492228c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投票最神聖，政府不應貪方便而剝削市民的投票權和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294



1b05edcb6cda229f9c982a014948b9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進希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剝奪港人僅有的權利

A09295



2c2200199826e8cbb848abcb4f898a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T F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容易粗暴通過任何議題，令立法會如人大舉手機。

A09296



0faba5d2dc9e7e055ca2eedd9f4d24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吳宇新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加長而不應縮短，可增加一投票日

A09297



27551ea05164c4f350c9df508089f13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k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提出的理據完全不合理,作為選民,本人不接受任何縮投票時間的安排

A09298



b3588bd65a91d25c37d6bd67bfd391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wing h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It is the worst idea I have even know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so suck! 

A09299



d6138af22b48c9974f6a4b9ecef708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w Yee Chu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300



ab61db0b5f4a723be25f639a0c83183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翊翹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無論局方動機為何，政治現實是市民只會視縮短投票時間為削弱公民政治
參與之舉，使市民對政制之不滿更趨沸騰。

A09301



00fe88284ac40127381402fff71a7c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吳家杰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我反對縮短投票時間，特別是提早結束時間。因為市民可以外出回家時才
投票，提早結束時間會影響市民出外生活的安排。

A09302



c6aca6756e168d5885de000614552fd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rles Che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相信當初安排是想便利市民，若認為票站人員太辛苦，應改善人手編排。
否則，按此道理，目前醫護人員工時過長，應縮短應診時間

A09303



d57dc1d53ead3bfecbfd6e210171372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贊成

A09304



cf738f27da31e24e435083cf4783658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ddie Si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需要縮短時間，反而應該加長。

A09305



fbc5af23479d911373498d193f5983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iu Kar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We need more convenience time to go to the venue! 

A09306



bf63dd31c839faa37c74d877cacfd4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nny T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307



 

5110420df3b3962606a190308a32f41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llen S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308



cba5518d3b1662e40ee0316308f892a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點解唔可以畀人再諗清楚？你屙屎都唔係話屙就屙啦！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09



282992d2b799513b816507a0b67c06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理解用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10



8fdf25fa32144a4476b9c5f2fb5182a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hn Si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 way 

A09311



4e2384fd72228d9367e9f8073b1aefd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12



79767eb257091f1fbe7d5323a7f3007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 Hon M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313



b06e22ee1ad5a60953623ffe415b3f6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14



14b2b6b91113fbed396941aa459be3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elen chow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ppropriate 

A09315



879399718f86f698528dae4ce25887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teven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與民為敵

A09316



cf29720d9586caae4783c1da2fda56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W\\ S//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317



ce447fc641dbbd9be010b7c6fb8840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onnie Ch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318



19f7846e88ac73ea53e275737be07a9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俊淘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讚同

A09319



086cca30dd111ff7937e423a6b8bc3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劉巍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320



aec6d546f456d8c4e4b3aa4f2d179a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tie kw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同意，這是剝削市民的權利，有很多人需要上班，不論平日還是周未

A09321



c22a2babf1c8b3fa7481030b81e6da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展庭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知所謂！應該係解決投票安排，讓流程可順利應付人潮，而唔係夾硬借
機剝奪市民投票機會

A09322



ab324183cd5bd7e792f828cef818ab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是民主倒退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23



55d2b9e979c4e89870101f7fff342b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m Wing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贊成

A09324



5a8f93cde10bf7f15216c19fc6d8e4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香港市民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2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方便行政犧牲選民--與現實需要背道而馳

及要求改善我們選舉投票問題。

A反對管制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的理由： 

1. 投票不單純是個人的行為，選民可選擇考慮了其他人可能的投票意向，然後才決定
自己如何投票。 
2. 策略投票與配票都沒有違反公民選舉的原則。 
3. 沒有任何理由規定選民只能投票給他最想支持的候選人，而不能基於由民調所得的
資訊，作出策略的考慮，然後投票給次選的候選人。 
4. 選民完全有自由，可根據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所得的資
訊，作出策略的考慮，然後決定把票投給任何一名候選人。這與公民選舉的原則沒有
衝突。 
5. 選民們有權共同商討如何配合投票，他們可以根據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
向的選舉調查所得的資訊，因應需要而決定如何相互配票。這與公民選舉的原則沒有
衝突。 
6. 選民在作出投票決定時，有權考慮候選人個人特質（如他的背景、政治聯繫、往績
及政綱）以外的其他選舉資訊（如能反映各候選人支持度的民調結果）。 
7. 選民有能力自行判斷哪些涉及選舉的資訊是偏頗的，故不用由其他人去為他篩選。 
8. 投票這行為不只是理性的決定，必然會受感性影響。情理兼備的投票決定並不是低
質量的決定，故不用設甚麼冷静期，限制選民在這段時期所得的選舉資訊。 
9. 即使作出了相關的限制，也不能保証選民不會從其他渠道（如網絡上的評論）取得
相近的資訊，更不能保証他們不會感性地投票。 
10. 在自由的社會，愈多的資訊對選民應是愈有利。沒有人能代表選民決定哪一些選舉
資訊是更正確。 
11. 投票是如此重要的行為，選民有權取得所有與選舉相關的資訊，故不應設下限制。 

12. 若限制了選民從這方面取得有關選舉的資訊，他們可能會從其他渠道取得相近的資
訊，故限制的實質意義不大。 
13. 負責制定選舉安排的人，應對投票是個人或集體行為、選民透過甚麼途徑取得有關
選舉資訊的途徑、選民是否應理性地作出投票的決定等有關投票行為的基本假設，採
中立的態度，不然會引起人們猜疑他是希望選舉能產生某些他想見到的政治後果。 

B

同時要求將票站運作規則貼於票站門口

政府做公眾教育，例如電視、電台廣告，仲有單張小冊子

對選舉代理人、票站監投、票站監票者的權力和工作，請出一份指引，公開、透明，
令親共保皇黨無法僭越、票站主任和工作人員無法偏私，而當監票人或市民察覺到問
題，可手持指引質問和追究政府！

每個政府及其它的場所都有規例呀守則等等，但唯獨票站,政府就不貼規例，原因就是
要作弊。

票站主任工作有指引，但似乎公開的版本沒夠詳細，也沒有宣傳令市民清楚 

分開指引/公眾教育單張最好出份答問，如：(V list) 

1. 監投監點者，能否在選舉前十日或更早，獲悉自己是否已在登記名單上、且票站主
任有記錄（記得上屆，不少監察人被拒入票站，原因是沒在名單上）

C

A09326



2. 票箱沒封條及或簽署，市民可向誰投票，可要求中止使用該票箱嗎？ 

3. 票箱滿了，封箱步驟、存放地點、使用新箱步驟為何？全程應改為須有候選人監投
者在場及簽署確認 
D
反對此建議，因為大量服務業、飲食業階層，皆需要在星期日上班，以及跨區上班！

延遲開票站或提早關票站，將會進一步收窄他們投票的空間。

如要延遲開票站或提早關票站，政府應該將投票日定作為「必定要放假」的一天；

或者，在實施之前，為標準工時立法；

以保障每一名選民皆可行使其投票權。
大量服務業階層跨區上班，延遲開票站或提早關票站，均會進一步收窄他們投票的空
間。

為了工作人員節省精力，妨礙 20 萬人、近一成的投票者投票，「實在是難以說得過
去」。



 

6668745219e91859cc693edb262930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To shorten the voting time is just ridiculous. With the long working hours in 
Hong Kong, citizen should be allowed more time to vot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27



f3251bc4805030e4e09c0782b71cf1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28



6516cef1101842be8bba4e8b5afd48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EX KWAN CHUN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開OT放工先到咁點VOTE? 

A09329



1f61986a6cfcd870b8cdf75023f138a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丁馨國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能接受，反對到底。

A09330



 

6fce5903a2cf2a5cad3e6f805a09d6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曾生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

A09331



fe6a4cd1d892c325f7511b49f042a9a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ANGMANy|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9332



fa398fff5eefce530f282c2c063fdde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therine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宏觀其他國家選舉，投票時間不但歷時幾天，亦設有海外票站，務求讓選
民行使公民權利及義務，縮短投票時間變相令可投票人數減少，令選舉的認受性降
低。香港有不少行業，如：醫護或紀律部隊的上班時間缺乏彈性，需長時間當值，此
舉亦將大量選民的權利及其意見拒諸門外

A093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Oppose government proposal to shorten polling hours,ww2017voice 

Dear Sir/Madam, 

I oppose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shorten polling hours, apparently
time is money ,  but decision need all citizens sit and think before poll
the one wanted, let all voters elders kids understand their rights and what
da gov garantee to do and give, even take weeks of polling pick right plp
on stage is worth. no care abt the admin cost gov is rich. and millions of
souls and hopes forcasting a better home and future for next gen in hksar. 
lets use resources in a smartway shining the cities of great China. be the
no. one position and leading plp to the belt road. 

voice from don. 

(Editor's Note: The default email signature has not been reproduced.) 

A0933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7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第二組

敬啟者︰

本人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有如下意見︰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 為保障市民的言論自由，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因在互聯網發表意見而

構成選舉廣告並因而招致選舉開支所導致的刑責。 
b. 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限制僅適用於電費和上網費，但設計和建立網上平

台的費用，以及設計、付費宣傳、付費發布選舉廣告的費用等則不應獲得豁
免。

選舉調查的規管

現行對於選舉調查的規管，行之有效，毋須改變。

投票時間

現時的投票時數不應縮短。投票時間已沿用多年，選民已習慣有關安排，貿然改變必
會引起混亂。同時香港人的工時極長，又多在中國內地工作，即使現時十五小時的投
票時數，對部份市民而言亦僅有三數小時可往投票，去年立法會選舉日有多區的投票
站在投票結束時仍大排長龍，即可見現時的投票時數不是太多，而可能是太少，尤其
投票結束時間一定不可提早。

萬永昌

A09335



003a6f85bf1962fc469b34a7444748c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永達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其心叵測！

A09336



dd2e841d8662f407be01e868badbe3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37



7d028190b2ccafcd1378d57acf03563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vin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十分反對，因為這會令一些人不能行使公民責任。

A09338



93ad9e4ceb42c297250104333f8db5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39



9024fe65ef3019dd1bcf9173b88d96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eresa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340



2cea82bf007eef80cdb1af83c13270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為貫切政府向來鼓勵盡公民責任去與投票，若果以往記錄顯示在疑刪減
時段有著一定的投票人數，我看不到有改變的需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41



f594271ff2b826a8d1ce3b1934ee405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無恥港共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42



0197b663906c52a03b8c69611dc328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Zhu ju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投票是市民表達意願的唯一正式途經，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A09343



6e111f383ea0f360384ab49116d71f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44



be82ba937b54c2d4c5acbfceb6faf2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如真要縮減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可延遲早上的開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45



0a8c9acc9527a62fe532d045a72022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46



6194a35cc968f3f66815d1a6752f533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潘學禮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不支持

A09347



ad9b3a4b2d91118103d5f341ee4510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48



9c1afe7ca67b8ea46322fd2eea4341b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atalie F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9349



f230a534d9f3812279628486814303a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借題發揮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0



96b1ad53a441402654a6bb914e7afc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1



4d59513ee391280b89580340d93208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2



3d36725fe4651deab11134f1bc5c7a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cs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353



f74021c122be859d51f700465f9dc2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蕭永樂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因行政便利而損害選民權益

A09354



f5ec05b6397d7de369a4a168fdb440c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5



e9a347fca1f53344d442eadf6846a4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6



7e35e45c3438c0354d48164b38662d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完全剝削夜歸市民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7



0a194110e38028d060543f337366d64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萬媛華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縮短時間，

A09358



02d090256615bf7ebd5d3d04eaa19f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剝奪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59



b5d2dcb4bb55ac0a7590e9a660980d0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負責及構思官員　　　，落地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0



2a51cfffb8bd02741ce540e83ae0e7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好應該體諒市民需要上班,投票時間應該以方便市民為大前提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1



47295ee80e65dfb8ac97820ca9c862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anne Ch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讓市民放工後有足夠時間行使公民義務

A09362



de93dcadcc1029c9b2f342f8975ab17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ex Tsa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剝奪要外出工幹或長時間當值公民的投票權

A09363



71edd564107e3721de87c65653164a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4



31a454be740968ecb53f0e967ac42ae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5



7193b2b2f0517034b4ca713a0e2ece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nsy L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對選民無好處

A09366



dc4723d8e4206c8214a2e8b7865a69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7



c507fdfb19467c0fa6673c91da334c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剝削市民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8



2ac04b00aedf876bfe42c23247bb2c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香港工時出名長，呢個係政府有份造成，投唔到票，政府有責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69



aabb32523761149009ad7ce4adc533a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支持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0



dd3ba2226c02dc5c7f26f808bddb6f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無事生非；反而似是在給出一個訊號：「政府開始要把民主從香港
逐步剝離」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1



aa97a34f686a9acf49bbbea7eff4e5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2



eef3109562f5d7cdfc67966955e6d0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有病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3



de973b58ebd5d01ee45edbde08501b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完全剝奪市民既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4



175b401a63c890d7ec40f8b928e098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nzo H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要給選民充分及合理的投票時限。

A0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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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4 
Subject: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Sent by: 

Dear Sit/Madam,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is an independent, membership-based, non-profit 
organis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empower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We shall accomplish this by harnessing the soft power of responsible 
professionalism. This is our mission statement: 

o To achieve equal & universal suffrage; 
o To monitor Government through professional analysis; 
o To engage with the community in developing public policies; 
o To express professional views in the pursuit of public interest; and 
o To uphold core values of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freedom and integrity. 

We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LC Paper No. CB(2)311/17-18(03))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f you have any query on our opin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S.C. 
Leung, Mobile: . Email: ) 

Regards, 
SC Leung 
Conven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Working Group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22001177--1122--2299 PPrrooCCoommmmoonnss_R_Reessppoonnssee_t_too_E_ElleeccttiioonnAArrrraannggeemmeennttss CCoonnssuullttaattiioonn..ppddff 

A09376



                                              
                                             

                       
                 

   

  

     

  

 

 

   

       

    

     

     

 

        

     

PROFESSIONAL COMMONS (PC) 
RESPONSE TO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Date: 29 December 2017 

1. Regulation of Election Arrangements (EAs) published 

through the Internet (including social media) 

a) The PC strongly believes that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social media, should be upheld for 

citizen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should make this simple 

to understand and not subjec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authority. 

b) The view of PC is that regul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EAs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the candidate and, if declared, the 

candidates affiliated group/party, paid up registered members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網頁 Website: 

mailto:info@procommons.org.hk


      

 

   

          

    

    

     

    

      

   

    

    

    

       

   

                                                                     
                                                              

of such groups/parties from the time of the candidate’s 

declaration to run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polling. 

c) Such EAs can be posted on the website, Facebook, or 

equivalent social media site, blog or the via e-mail channel of 

the candidate/group/party or paid up registered members of 

such groups/parties. 

d) The counting of election expenses should be simplified in 

Hong Kong’s context. Apart from the cost of producing such 

EAs, no other costs such as electricity and internet access 

charges should be counted as election expenses, since these 

are not material in comparison to the total election expenses. 

e) Postings by third parties which are merely for expression of 

opinions should not be counted as election expenses. 

2. Regulation of Electoral Surveys 

a) PC does not see any compelling arguments, even as 

instruments of academic research, for the use and need of exit 

polls on polling day that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both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網頁 Website: 

mailto:info@procommons.org.hk


   

     

     

       

      

 

 

      

 

        

     

 

     

     

   

                                                                     
                                                              

perceived and real, of allowing exit polls. There is 

considerable concern within the community that exit polls 

were used as a tool to facilitate election campaign strateg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on exit polls bans 

the transfer of the results to various groups/parties for such 

purpose. 

b) In view of this it is the position of PC that no exit polls of any 

kind, whether carried out inside or outside the No Staying 

Zone should be allowed on polling day. 

c) PC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it fully support the undertaking 

and publication of results of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respect of 

election voting at any time up until polling day. 

3. Polling Hours 

a) The current 15-hour polling day arrangement is also adopted 

in the UK. It should not pose endurances challenges to those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polling day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網頁 Website: 

mailto:info@procommons.org.hk


     

 

   

     

     

   

      

      

 

      

    

     

       

      

 

  

   

     

process, since elections are periodic only. PC does not 

believe this puts an undue burden on participants. 

b) As pointed out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ese polling hour 

arrangements have been in place since 1998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1999 for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and the community has adapted well to 

them. 

c)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elections, many polling 

stations still have queues near the closing time 10:30pm.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 has realistic need. 

d) Since there could be concerns within the community that any 

shortening of voting hours, even for half an hour, might 

indicate a move towards curtailing the public’s opportunity to 

vote and a dimunition of the exercise of democratic rights. 

PC would be strongly opposed to any reduction in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s. 

--- The End ---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網頁 Website: 

mailto:info@procommons.org.hk


8fc0a047bc98164caa5fc92c8c4c993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vonne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很不合理的安排，不應剝削市民的投票權利和時間。

A09377



941ed6bbe42e9e853cd803554b9f0d2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8



1c648bad5492c50b5cf59aebf6bde4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削減市民權益，應該要有足夠及合檔的時間地點。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79



7107d527b86660babac3b4a38a6061c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80



9a4f61bd184cd5e1367cf8fe9e3c62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gela Ch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不體諒市民返/放工時間，應該下領顧主必需放員工出去股票站。將不
合作的公司列入黑名單。

A09381



967cd384444e96bc118dbf6fbc32a2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ircl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應維持不變！

A09382



abe22ea41e0639f73782360757b52d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因為很多市民是返輪班工作或晚上才可以放工。還有，剝奪市民的應有權
利。所以，我不贊成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83



4ad9bb31147b0f38977247b50601c10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ranki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投票率高本是可喜之事，卻因人多而要減少時間？投票率高是社會進步的
第一步，豈容壓抑？

A09384



214d9c4579d6b1f5cbe9cd26ec9732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贊同。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85



 
 

e7c2f392abe632675ccc3d58f3bf92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ill ch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本人覺得一直所訂下的選舉時間十分合適，甚至有需要增加時間來配合港
人的上下班時間令大部份港人都能夠參與到香港的未來。再說，若不是心虛為何要縮
短時間，是怕有更多反對的票數出現嗎？

A09386



f3c520de9c08259169a76653fb2a0c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dw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

A09387



  

538b23eb280ad141e77ef39db6a92b1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本來個大投票站到了晚上都已經大排長龍，現在還要縮短時間，模擬阻礙
投票空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88



aeb4abc1778bed05f48e372794eff59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鄧碧琪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大前題係俾想要投票既人投到票。唔係為左其他人既放便。應該
係為選民既方便出發！

A09389



ec453f24d632d2c981c67fae811627a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ang Wing Y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100%反對

A09390



e20e8cde300b9845f3f12caa728021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Chun Wah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方便

A09391



9646ecad84b7ea149f0e5574b0b5a0b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SHU K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A09392



18a5f8ea569e69b3de5c0aa7d01403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慧妍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393



5eb89d8b0fc62b90db274340551347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rry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394



4c6936ed504102c87acb63623db7fc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本末倒置！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95



dd97f164a3912e9a30ce734c6e64f19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nie Che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剝削部分市民的投票權

A09396



ad32dc8d80024e23efbfb3b5ff3927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15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97



7fb8b314c4f462f8a2ef933b738e8a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損害選民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98



9dbcb8207d3dc8e56059e12aaa5f7a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很多人工作忙碌，縮短投票時間，他們未必趕不及去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399



6a055a899ed3afe3c1decf1f2b7e5d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rian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時間

A09400



c958dd9e3280735068aaa698529d79b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潔雲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我認為投票時間不宜縮短。因為投票是公民責任。很多市民投票日當天要
上班。不方便離開職場。有些人需要與家人和友輩商洽。這樁大事應得到多方面的方
便才得以順利進行。政府必須多方面鼓勵及促成

A09401



0b2ba4bae2bb7df8e1ccf8cfddeee8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enry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Extend the time 

A09402



7dc3dc343f0d235267d91a6dde8e02b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thony Lu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跨區人士非常不便

A09403



688d30bbc1fa92a27652b770aa4053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蕭漢祥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04



23769e4c189640525034ea1196144de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wok Wingk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冇需要

A09405



 

45c99be3616e3f0743c4c2cda5f0a66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Ridiculous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06



e436f4126fabd9bbc2219e824c915d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ung Wai Lu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07



849c18494957a40c922750924d9e09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ion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08



ee24ab5b2afdd5ea35e516082a6af6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就政府展開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給予意見

致司長及局方官員, 

根據以往選舉票站的紀錄顯示, 過去不論是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 早上的投票比率一向
是較低的. 但要明白, 通常老年人較早起身外出及投票, 這是鼓勵他們支持香港選舉的
一個重要基礎之一,

但另一方面, 即使是週末, 不少年輕人仍需要為生活而工作, 不少是從事銷售行業, 而且
往往週末的店舖關門時間較遲. 若提前截止投票時間, 似乎並不公平. 

因此, 本人建議局方維持目前的投票時間不變, 但早上安排的人手可以較少, 而由於下午
至晚上較多一家大小出外投票, 故應加派較多人手作疏導, 與及增加每個票站的投票箱, 
特別是多大型住宅區方面. 

Best regards, 

Yip Chak Hang (Alan) 

A094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縮短選舉安排之投票時間，現有之投票時間應以維持不變。

張覺之

A09411



0c6f042c41c2a78f13bc34e2eb98ea6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難以理解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12



 

38dedf6963b748c13e3813d60b8f5d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没有必要市民投票時間不夠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13



f65c1a38bf98cd6dfaf2fc87cd6f9c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14



 

a6d974ea1b79909423cf5ec78a2da2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增加票站，保持原定時間疏導人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15



b54339690826521447516e7d71243fb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s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 

A09416



76080f064e65b0ba422d6d265e2cad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m Po Y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極不合理，強烈反對

A09417



a1ceb835363f9610ea81b240337904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關山明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可以！唔該鼓勵一蚊去投票應該盡量令到個投票率增加！

A09418



07f971161f703665d407012ea596b44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根本就係與民為敵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19



57d96f839db78d363147c8b91f56eb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20



c3c8fe1e2bbb0341a1afa2894704351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t Law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我建議先為全港打工仔立法設標準工時，那麼他們就有空間在指定時間內
投票，不用趕在上班前／下班後去投票，票站的工作人員也不用那麼辛苦（雖然他們
幾年才熬一次）。

A09421



f570450af1aefc7b36316f0f5d0fc8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堅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22



7c202e8313a2c36f8bcdb02dd7d973c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ilian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可恥

A09423



77bdbb059992402cf275cbf75de2be0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idco H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不便選民

A09424



e809300c58404682efc5fd08d0237e5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選民多數是在晚間下班或晚飯後才有時間去投票, 故晚上投票人數一向偏多, 縮
短投票時間會令一部份人失去投票機會 , 直接影響選舉結果, 此舉並不公平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25



a34feb10b85f544297837de65decec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ng Lung Yeuk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該延長時段給選民投票才對。

A09426



a3020173e14252fbf2ae27190644fe7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ff L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不應縮短

A09427



 

1070336ec12d8a3c60e6fa61f9fc63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necessary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28



543d0622366eb9c9f875a11dc40374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Kin Kw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29



8ebe56b694f34e90d4e2d974c7fbac1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Cyrus ka Le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本人認為不應縮減投票時間，應該方便市民並鼓勵更多人出來投票

A09430



46c93a550b0e635939b425fe0246868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um kw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31



1f1f855caf2ce73e64f5860056aa849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32



c55eb40dc200625356c9c96e07f386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背叛民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33



6a06749c7422fa1df89d5b0be41504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n lu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長久以來,恆之有效,為何要改,只因為令打擊市民權利,咁仲點叫市民行使義
務和責任呢?? 

A09434



 

9fc968d0107147df37a8ac7febd6bd2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UNG PUI LAM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Discourage labour forc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through voting, fail to reflect 
society's view. 

A09435



3d4f7099da901de704f18df0c5eedf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yril Yu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有資源起大白象，冇資源應付幾個鐘投票時間？？

A09436



0f52be43781168f6fac0cc35b583fb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37



 

f861fa20576452a6ffe3d74336f0ef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ayley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38



fe23a93ec97314503dd00f61baab75b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趙智勳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無理、無必要

A09439



0e4f475d2c0055e6aa9bed95bd6fba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習慣、機會和權利，不能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40



e9f1fff02315312b4e657a5bf12d02d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家朗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41



29b5d954578e258874e9245ee52beb4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42



bb880f5a98876eb77211a34b974aa4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43



0a01bee7a6196865f88ff02db35b43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44



727c62c3aa7fc20e02f775b7c27771a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ion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45



99afc2c5b615c0c64bf7527ced5794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國權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時候更長可以俾更多選民去投票

A09446



535ff01bbd54055aa515cbeaf00335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應該延長而不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47



bbaf40e0a7fe88318bfeb9235ce152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IBRA L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給予基本的人權，良心無價

A09448



d5ef33c6c4a44f3e54127cdfdd5c131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nk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49



4c5f30c5a735a3f8d07e17cdccc7042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50



8911a2b85b90f8dc5c2d63c777394b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w yan sh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一直行之有效，為甚麼上屆泛民多左議席就作出收改，香港人好
多都要誇區工作，

A09451



9daf1bb38df833dc11649b9e3af95b1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52



 

214399cfd533af6341b5d3a85d1882a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am S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53



7e04703f9eaab90f0d1e63d4f59899f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ck Mei Ch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54



4765f57df8d4f913773417194818f7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55



7c4bfdd6097d2e84404f2ca5fa1c84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Keep same voting tim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56



c2ee77b6fa2cee003174e5d88848bf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ulie Che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 

A09457



119cc09243e314013d0e48348eef74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應維持現有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58



0337102ebe80726e39747f1de565d8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ble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治目的

A09459



3592e3d7c8524616cc1d5c63a23dfe1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aymond L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Unreasonable act. 

A09460



c045d4dd3a289d06f473b76650263d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61



0aaca4012e2470646469c74f4931d6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Wai Y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62



fb22c86e2005c8544cd6e2497c534d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Cheuk K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世界各地在選舉活動上，有不少國家或地區會為方便更多人去投票而延長
投票時間，有試國家或地區更會因應情況而延長數天，但現今香港有人竟然提出縮短
投票時間，

A09463



6b2cc3548120c672cf3408af4d5904f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這是市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64



 

3224f48d8ddd98b11a226a7f51bbd5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r. KWOK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同意

A09465



de58a9d58815f14c89cfb87290b5bb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胡麗珍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其實沒有縮短投票時間的理由

A09466



ea0fab5a55017e61fb73280bbc2dc32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w Kwok K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67



 

232bf15e7be43e2dbf0e23c578afdc6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ung Hing Lu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09468



1a86105bd02841e651a72f13c1ebf91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ng chun kit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69



fb058cb6a5fa87f5865eaff966d66d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emi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絕對不能縮短投票時間,變相剝削跨區工作人士之投票權利

A09470



 

88703844675cddc11f0393d132e1d88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ao Kin Wai James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Based on voter turn out data, it makes sense to start later.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o finish earlier. 

A09471



b916be4c693f11be442098f85cfe9d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endy 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超級反智的政策

A09472



85eb31c9dc05a66fda79df5615a3d9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維持現狀，甚至多加一日投票日，表達對選民意見的重視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73



4cd4b715eccad3178587870b7d9f5c3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是文明倒退..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74



3d5831a5db5a06b9b8d99074dc4d00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贊成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75



a408b2ddd18ca022bcb74d31c040fa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herry Ch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遷就市民上班時間，以方便鼓勵更多市民投票

A09476



90320797566e3ed26edfbc106fdc74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切實際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77



 

6f5281028316a69ea3da9c41a665ff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ng Yiu Yue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以社會及市民角度為先，政府需要解釋為什麼縮短投票時間市民都仍可
以享有自由投票時間，而唔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權利

A09478



9bc31383d87a7927688c62110fedae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天藍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有可能剝奪市民選舉權

A09479



887e78f780820bf05cb6f9ebc51eee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80



9e33903b626055389b718e49eb2161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單佩君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明明上年市民晚上沒有足夠時間投票。強烈建議延長
投票時間。

A09481



a512757b265dc61b4048700ee87bc6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alvin Che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82



c09ad2e8b18146bc22b675c61a0f7f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我不讚成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83



50ba4d1c41c6f1e52b3c436deb007a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雷華影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84



f1eb9a190cd9e692d54ca6aa327ad74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ncent W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星期日有不少選民要上班，在下班後才能盡公民責任投票，縮短投票時間
明顯剝奪選民投票權利，而且不少選民選擇晚飯後才去票站投票，縮短投票時間會令
本來已十分低的投票率更低，減低選民投票意欲，與鼓勵選民積極投票中

A09485



93a1abf52e7e9a2aa6df4a70437cc1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非常不满政府莫視民市民的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86



bcaeea90aa42968c231deee56cbf78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 Tak Ke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由於需要跨區工作,縮短時間後未必能趕及盡公民責任。

A09487



91fc1370f2a519dd76ae13f4ccaf60e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賢登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在香港普遍長工時下，政府欠缺足夠理據縮減投票時間，變相剝奪公民政
治權利

A09488



e615979a5a2dd39406746ca63a0abe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89



2d021e611942c9b06a316053875dd8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朗生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實行

A09490



412f562998630b77e4b1bb6cc2becc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合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91



fefe5fae2ad696785c2d43bbf4691ee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an Hon Tu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92



c78e5709edffa1ec65803554c400239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馬好朗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493



583a796e5b689309d19534d6b8da122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94



8613fef9f6718e75d4c14a0963f63d8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95



 

d3c509c98a56dc996b0e71fd380a0f5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嘉軒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傻的嗎？邊有現代社會會縮短我嫌唔夠長添

A09496



a12bdc7d2c9bd97dbeba1d4ad22e4d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Chun kee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497



5e107b8b0d9ab3a17485afdee0419a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頌恩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A09498



b1388fa9eb1667ca576ad96332abfc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能解決問題，且剝削選民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499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00



 (已簽署) (已蓋章)

A09501



ef3f91aa2ff405b7fbe21b8ce88db7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02



84ea22a4def60b9b05559ca33bbb92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Zell H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This is an inappropriate suggestion. 

A09503



f7ca669a3bf8d4be21bfc74c62960bc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04



80ed8952ac5933164a2ff0c8f5353c4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05



f3f79665f811b342dd818cef3032e20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潤彥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09506



6a5325667a554d96add0f2071cd433b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oug Ch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極力反對

A09507



1b425e156e497c0dba008e7cd589e2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aymond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無野做搵野來做。

A09508



e0f4e996b9158ab4d0ad267e30d9c3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09



ef5c7ffc1032a5155b6ba7fde30b3f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ok ka y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政府應要提高投票率，縮短投票時間為對很多要工作的市民帶來不變，變
相了不鼓勵投票，絕不能接受。

A09510



b404c93d45497adb1b50a31b5f1f230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HL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511



ed1c03174661bdabde2fc2f41361994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elson L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512



9740f6b281c0f765a202815d0679e4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rry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會剝奪很多人的投票權利

A09513



c56846b071f9a3f7f96e6eed8e236a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14



4c1c3e072f64bbd3ab8abd8e751be5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15



81b510ddd5ac6761ba6dd4414f4eace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16



6bfb5b5b2b7dd0d1e404c837027f08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o Chiu B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絕對不可以縮短投票時間，因很多人要放工才能投票。

A09517



2f029b6983c763aec9dfde9bdcfdbc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簡直無天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18



00c8abc55ae75fb739644eb69ac307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剝削公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19



 

65165cfd4156cc75ea267b497d0a612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20



f8d69e1adbc40071faa2de19e09cc58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21



9b9b96cebc5378306a1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錦江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堅反對

A09522



a88859f3fb8d6e411b2c5ac4bbe58aa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不能接受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23



ff582b05a716cf32aa0090f586843c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應利用其他方法去解決票站問題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24



1768a5a8a11246f33749e5fe98de11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25



d1bd0790eb4bf9bd0608155b5546178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彭永康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526



afbea739ed27dc561769ea10ff232b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ycky h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知所謂

A09527



   

b709c688590416f3fde2f154391c11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 Yiu Mi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唔可以咁做咁樣只會係一種政治手段剝奪香港人投票自由

A09528



d9f8c7520fce1e07d2242b309ee534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29



 
 

2cb9f0563c07358c6617fd0ed27a43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ang hoi yi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日的投票時間，更反對收緊公眾分享選舉資訊的限制，最反
對限制民間進行選舉民調，除非政府想令公民投票權和知情權被無理削弱

A09530



b17cf9571697079d514becdf8b3e13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培立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極度反感

A09531



45c557a5ed7a668acb71aaa6dac477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無理由，對上班人士不方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32



cdaa0c003628b3f0377dab56d59af3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33



c82fe6576def18d580ebf5393794f1d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完全唔接受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34



8bdc4a662a12ec7514ebd92545cff3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ng yan y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Bonnie 

A09535



d5d2c9d69aee3778609a0fea9e8c68e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堅決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36



d5dcb0db43d7f03724b3d8f667084c6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簡直唔合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37



04a4871808f97c675843d380c6cc91f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te y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要令更多市民參與投票係增加選民方便、機會，原
因十分明顯。縮減時間只會減少選民投票機會。

A09538



18918e6602ffa06ddb099a4ec232a4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39



0e4575287cdcc8fed67b71c7c08fda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絶對不能接受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40



439910dcba1d60261ee1ddab024e15e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41



54fef7b5cc62eca41dcd5463eef1358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eter La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 

A09542



e0b4a15d43b45b7a8e936eb01aec622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簡直無天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43



32beca8acbb1b3d631a52b857b6ab93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44



fde214f98fa5a6cf3deca8827cbac8b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香港人的工作時間不定,應開放更長的時間給選民投票…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45



353fa019bfa73abb240ed745713398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ka ki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09546



bfcc07237d11b94f4f050127546aea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Ivan Wong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十分反對！

A09547



5dcb4c96bde0232635d9ffccd54314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AN KING MA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09548



5365dc2a104f549c5ef37d368068e4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多餘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49



022d583b1328eeaedbe4ff466193bf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天理不容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50



ea4a55e9bda056e2e375c0f76a9da5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51



bd357291c99a599ec80f2fe7db0e1d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52



92bc2b7119b816a3ad42acae544ef2e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enry Mo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09553



 

c8c4bec90f8aae36b1c38be6fc1aed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ming kit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n sense, absolutely no considering the real world situation, or it’s only a 
political decision. 

A09554



346dace2852be86e43817ed5bab91c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認同政府的縮短時間理由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55



0d05a3ba1d0915f2954f4648ac3f6c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Kit Chun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讚成

A09556



27bb7bdf890a3e30408d1540a2b36ca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k Au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 

A09557



a4bfc8eabd956dbe311f5428d8029a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00: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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