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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13/11/2017 23:0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姓名: (署名來函)
身份證號碼:
請不要公開本人的資料，謝謝

5.02 具體來說，我們主要希望公眾就以下問題發表意見－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 在維護選舉公平公正，以及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透過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自
由發表意見的前提 下，是否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 (即 非相關 候選人 (即是其
選舉會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 ) 因在互聯網 (包
括社交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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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我認為可以進行豁免，但不能豁免跟候選人有利益關係的人士，例如下屬，親友
等等。
(b) 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否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網費？
意見:我認為不應該作出限制。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選擇)應
否受到規管。具體而 言，應否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 結果或就個別
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意見:我認為應該受到規管，可以公佈投票選擇，但不能公佈投票意向、作出評論及預
測，直到投票完成。

(b) 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應 否受任何程度的規管。具體而
言，應否禁止在投票 當天或投票日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 個別候選人的
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意見:我認為應該受到規管，可以公佈投票選擇，但不能公佈投票意向、作出評論及預
測，直到投票完成。

(c) 在投票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應否改變？
意見:我認為應該要嚴格規定調查範圍及不能騷擾不想進行調查的人。

投票時間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意見:應該。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
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意見:可延遲開始時間。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根據統計結果，最少人投票的07:30-08:30，應該最先剔除。21:30-22:30百分比最商，
不應該剔除。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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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14/11/2017 09:14
Subject: 本人意見: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

本人意見: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
1.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 要完全"豁免"第三者(即非相
關候選人) 發言 和更新頭像 (豁免刑責)
2. 要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為電費及／或上網費 , 不應限
制適用於電費和上網費

3.1.2
1.不應受到規管。不應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
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2.不應受任何程度的規管。不應禁止在投票當天或投票日
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
具體評論及預測

4.1.0
1. 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2. 改變為 7:30 開始 21:0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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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16/11/2017 12:51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提交意見

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
在維護選舉公平公正，以及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自由發表意見的前提下，
是否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即非相關候選人(即是其選舉會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亦非其選舉開
支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因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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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b)
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否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網費？

不應限制。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選擇)應否受到規管。具體而
言，應否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應該。

(b)
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應否受任何程度的規管。具體而言，應否禁止在投票當
天或投票日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應該。

(c)
在投票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應否改變?
不需要。

16
投票時間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本人強烈反對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時
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三者皆不可取。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0小時。

謝謝!
童敬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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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0/11/2017 23:04
Subject: 投票時間問題

香港政府，

我上年投票都 唔夠時間， 你現在還要縮短時間? 你唔係同我講笑呀

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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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0/11/2017 23:09
Subject: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烈反對下屆立法會選舉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大鑑

本人(署名來函)對於政府打算下屆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意圖縮減投票時間的建議方案
絶不贊同,牽一髮動全身會對投票市民輪候時間長了,還有從事零售、飲食、醫護甚至保
安行業的從業員因工時長加上輪班更加不方便投票,這次政府提出的建議無非想保住建
制派穩操勝券,所以本人提出新的投票時間由上午8:30廷至午夜12時,方便從事在服務業
的從業員及激發市民投票率請局長慎重考慮本人的建議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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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0/11/2017 23:10
Subject: 選舉的意見

1.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兼顧香港作為世界最長工時的地方)
2. 應禁止所有投票當天的調查

A0000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0/11/2017 23:3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的意見

Dear Sirs,
就政府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
件》)，本人有下列意見：-

1。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應該豁免第三者 或說 
除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外的人士 在社交媒體或個人平台上的任何發言
/貼圖都不應該要候選人負上任何責任。因為香港人言論自由，而且
社交媒體屬私人性質，候選人根本不能控制亦不可以控制別人的言論
及其私人空間。要候選人因此負上刑責實屬無辜。

因網上發言/貼圖而要將電費/網費計入選舉經費實在是多餘。上網時
間有多少？電費很貴？網費無限上綱月費，用與不用一樣價錢，為何
要計此一元幾毫？

2。投票日在禁止拉票區外做票站調查及公佈結果並沒有問題。
票站調查應該繼續進行，最好公佈政府委託的調查機構名稱及其所穿
之制服，讓選民知道哪個機構代表政府。

 3。絕對不贊成縮短投票時間。跟據調查21:30-22:30是投票高峰時
段，縮短只會令投票人數減少。香港人有很多人工時長、不定時工
作、輪班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會令部分人失去投票機會。至於候選
人、監督人、投票日的工作人員等，是辛勞是長工時，但都只是那一
天兩天，而且四年一次，很難受嗎？香港人不少天天都這麼長工時，
不見政府為標準工時立法？

2016年22:30後仍有多少人排隊等投票！應該增加投票站，投票時間
更應延長才對。票站增加有難度？政府要做的話，有什麼難得到？做
不做而已。

此致

Jass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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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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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0:16
Subject: 就選舉事宜修訂的意見

敬啟者：
    本人就是次諮詢有以下意見：

1. 本人同意免除第三者因在互聯網上發表意見而引致的刑責。
2. 本人不同意禁止在投票日內披露所作的的選舉調查結果，因爲調查對市民及候

選人具有參考意義。
3. 本人不同意禁止在投票日前披露所作的的選舉調查結果，如此調查對政治學研

究者以及對候選人具有相當程度有用價值，不應禁止。
4. 本人絕不同意減少總投票時間。有不少票站於最後時間大排長龍，可見票站開

放時間沒有必要減少。畢竟投票乃是香港重要之事件，市民大 及學校方面應
予以體恤。

市民
崔耀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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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0:20
Subject: Voting hours

It should be extended to midnight, not reduced.

(Editor's Note: The default email signature has not been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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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1:14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意見

有關縮短投票時數的建議

有見於上屆投票發生排長龍打蛇餅的前提下，貴公司...(既然你只向股東負責唔係各肓
民負責，我估我無用錯字) 居然不單不打算延長，甚至提出縮短投票時數，如此on9建
議，本人深表同意，並提議早上8時半公公婆婆投完票就好截龍，咁下午就可以統計完
點票交場，仲可以組隊食下午茶。

本人同時建議由下屆起，終止所有民主派選區的選民資格，俾令建制穩勝，並循序漸
進按部就班按照基本法取消選舉制度，以行政長官提名的方式提名議員。謝謝。

--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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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1:57
Subject: 建議加長選舉投票時間

政府行事應該以市民方便，不能理解政府為何想出要減少下次給市民投票的時間，事
實上應該加長投票的時間才是正道，我建議政府往後的選舉投票時間應以方便民眾加
長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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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6:11
Subject: 就選舉安排作出修訂提出意見

本人認為絕對不能縮減投票時間，投票程序建立良久，若果為選舉團隊會感到被累而
自行縮減投票時間，這樣只會剝奪了選民投票的權利，或會受到法律挑戰。

投票勞累與否不應是政府考慮的因素，四年一度的選舉更應是盡量公平公正公開，讓
競選團隊以及香港選民可以均有權自由參選及有空間作出自己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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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6:12
Subject:

維持現有投票時間為15小時,最好能增加半小時至15.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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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6:34
Subject: 投票時間

投票時間一定不能縮短、否則一定影響投票人數；因為人人有不同的工作時間、不應
該剝削任何人的投票權利。

Cheers/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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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8:12
Subject: 縮短投票時間

投票時間不為市民方便而設？你們想改就改？你們要改就改？任何事情都以政治凌駕
民意支持為先？任何事情以政府利益為先？本人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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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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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8:13
Subject: 投票安排

投票的目的是想多些市民參與，所以投票時間應該長些方便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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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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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8:54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本人強烈反對減小投票時間，以及要求增加人手協助長者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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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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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9:02
Subject: election consulation

i disagree to shorten the voting time length.
i suggest all voters must use their real HKID card.  Photocopy should not be allowed.

Regards,

Patrick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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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vilson.lai@gmail.com" 

<vilson.lai@gmail.com>, 
Date: 21/11/2017 09:22
Subject: 選舉調查的規管諮詢回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員閣下：

關於第二章『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本人有以下疑問？

2.12 不過，如網民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評論個別候選人、更換頭像或建議投票給某個候
選人時，其意圖是促使或阻礙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即可能已屬發布選舉廣告。 <-- 換頭像都
算是宣傳？這種定義方式令人稱奇！

2.14 如第三者 (即非相關候選人 (即是其選舉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
個人或團體)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上作任何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的發布 (即發布選舉
廣告) 而涉及選舉開支，而該等選舉開支僅為電費及／或上網費的話，便不再視作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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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獲得
豁免。 <-- 如何定義『設計和建立網上平台的費用』，沒有收費的就是代表獲得豁免？有點含
糊！

個人認為應該明確定義何謂宣傳費用！
*********************************************************************
關於第三章『 選舉調查的規管』，本人基本上是同意，不過反過來問，在老人中心預早『安
排』的投票指示會否立入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規管之中？

*********************************************************************
關於第四章『投票時間』的建議，本人用驚訝來形容！

4.03 我們對澳洲、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和英國的投票時間
進行了研究。英國的投票時數與香港同樣為 15 小時，而
其餘四個國家的投票時數均只有 10 至 12 小時。 <-- 到底對票站及人口比例，身份核實方式及
處理時間沒有任何數據提供，就提出其餘4個國家都是只有 10 至 12 小時，這算是什麼資詢？

4.10 就投票時間，我們希望就以下議題徵詢公眾意見：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 由於理由不夠充分，分析資料嚴重不足，我不建議縮短時
間！

********************************************************************
以上是我的個人建議。

Best Regards,
Skymen Vilson Lai
_______________
Be Superiority

A0001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9:41
Subject: 關於議員選舉

政府如果重視選舉，就應該攷慮到隨著人口增長 每次選舉需要延長時間而不是縮短時
間。除非政府想拉低投票率以達到阻撓某些人被選中的目的 否則沒有理由不增加時間
反而要縮短時間。

選民
Sun Laiwan Lelia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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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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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9:47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投票時間

就投票時間，我們希望就以下議題徵詢公眾意見：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
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不應該， 因為晚上最後一個時段是最多人投票，應該再延長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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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09:57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To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Here are my opinions on chapter 4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a) Whether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s should be shortened?  
      
       No, the polling hours should not be shorten in any way, instead the closing hours should 
be extended, to giving more people a chan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casting their 
votes .
 
(b) If the polling hours are to be shortened, whether only the closing time of the poll be 
advanced, only the starting time of the poll be postponed, or both the starting and closing 
time of the poll be respectively postponed and advanced at the same time? 
      
      If it must be shortened, which I strongly oppose, then only the starting time of the poll 
be postponed.

 
(c) If the polling hours are to be shortened, for how long should it be shortened? 
     
      30 minutes, at most, on the opening hours. 

Yours,
Richard

Post amara dul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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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0:03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要求延長投票站開放時間至晚上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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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Cc:
Date:
Subject: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21/11/2017 10:28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遞交意見

敬啟者：

就「投票時間」的公眾諮詢，本人欲提交以下意見。

本人多年來都支持立法會選舉，每次都有積極參與，即使工作繁忙，定必趕往投票。如縮短投票時數，
將導致本人及一眾須於當日上班或輪班人士的時間安排十分困難，甚至可能錯過投票機會。

再者，本人一向堅定不移支持政府施政，每次都支持民建聯、工聯會，好讓這些精英賢達為政府政策開
通道路、充份體現國家的全面管治。相反，若縮短投票時數，將可能讓無所事事的廢青黃絲佔盡先機，
把別有用心的反對派選進立法會，阻礙政府政策出台，未能一步到位，對港人非益也！

因此，有關「投票時間」，本人現呈上以下回應：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否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時延遲投票開始
的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一秒都不能少。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一秒都不能少。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市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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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0:36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提交意見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相關負責人，

本人欲就「選舉調查的規管」及「投票時間」兩項諮詢提交意見，如下：

1)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本人同意投票當日禁止選舉結束前公布問題所述選舉調查結果，惟不應禁止就個別候選人表現所作
之評論和預測。
(b) 本人並不同意問題所述投票日前禁止公佈相關調查結果，及其評論和預測。
(c) 本人認為投票日票站調查應基於有官方核準並涉及公眾知情權的原則下，於選舉後短時間內公開相
關調查資料。

2) 投票時間
(a) 本人絕不同意縮短投票時數。
(b) 本人既不同意縮短時數，則不應延遲投票開始及提前投票結束時間。
(c) 本人在不同意縮短時數的前提下，鑑於上屆投票時間不足，導致票站出現人龍並造成混亂，建議應
該加長投票時間，容讓因工作或其他需要而只能於較現行投票時間早或晚的時段投票，並履行公民權
利的香港市民。

上述即本人所提交意見，祁為准照是苛。

市民

(署名來函)敬上

註：本人不欲公開姓名，僅容許公開意見書全文。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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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0:49
Subject:

A0002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0:5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就有關諮詢, 本人有以下意見

1. 支持延遲投票開始時間, 早上7:30 根本不是正常人的外出時間
2. 要求法例禁止任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交通安排, 以非法協助選民投票
3. 要求法例禁止候選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蛇齋餅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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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1:08
Subject: 回應《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敬啟者：

本人就諮詢文件4.10項有關應否縮短現時投票時數的議題有下列的意見：

1. 強烈反對縮短現時投票時數；

2. 儘管投票日是星期日，但香港不少基層市民在星期日仍須上班。投票時間至晚上
10時30分容許這批市民在放工後有充足的時間由工作地點返回居所附近的票站投票；

3. 每逢投票日都有大量義工跨區為心儀的候選人助選。維持現時15小時的投票時間有
助這批跨區助選義工規劃投票日的助選和投票安排，避免因助選而趕不及返回本區投
票的情況；

4. 有不少家庭不欲因趕投票而影響與子女在週日日間的活動計劃，因此傾向在完成日
間活動並於晚飯過後才到居住附近的票站投票。如果將投票時間縮短至晚上8時甚至
6時就結束，將影響不少家庭的週日活動計劃，很可能導致投票率下跌；及

5. 若為縮短投票時間而延遲投票開始時間，更是本末倒置之舉。現時票站在早上7時
30分開始投票，促使助選團在7時左右就位。大部分市民一覺醒來走到街上即感受到選
舉的氣氛，有助感染他們到居所附近的票站投票再重投原本計劃的生活。票站延遲開
門將錯過一大批早起出門的選民，即便他們被當日選舉氣氛感染而希望投票，但票站
未開將致他們最終放棄投票。

綜合上述各點，本人認為現時早上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的投票時間是適當安排，無
論延遲投票開始時間或提早結束投票時間都將對市民投票的意欲有負面的影響。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市民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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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1:24
Subject: Suggestion

雖然網上個人宣傳難規管及第三者易誤入法網, 但現時資訊濫發亦需要正視. 
設立冷靜期, 予選舉前一天或更早, 禁止任何宣傳及拉票活動, 包括發表選舉調查, 以逹
至公平選舉, 防止任何策略性的手法, 如配票, 告急, 棄選等

投票時間以整點, 如8-10, 7-10 等.
洪

A000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1:32
Subject: 投票時間

本人十分不同意就投票時間縮短，就以上報告所講因素，縮短時間為減少壓力絕對不
是一個理由。香港作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要有足夠既時間令市民表達意見，而不是
為了提早知道結果而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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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1:54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Dear Sir/Madam,

I am writing this email for strongly opposing the proposal of cutting the 
voting hours. This is a proposal that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 of Hk 
citizens. The right of citizens who may not have time to vote inside 
9am-6pm is being exploited.

 Many people, including me, may need to work till 6pm on Sunday. This is 
unfair to say that citizens can still arrange time for voting even though 
the duration of voting is cut.

The thing should do is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andlord of voting 
venue rather than cutting duration of voting. This is ridiculous for 
government to use this excuse to exploit the voting right of citizens. 

Regards,
Mr. Choi

(Editor's Note: The default email signature has not been reproduced.)

A000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01
Subject: 反對投票時間收緊到六點

反對投票時間收緊到六點
要求保持以往投票時間

市民
陳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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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03
Subject: 反對投票時間收緊到六點

反對投票時間收緊到六點
要求保持以往投票時間

Ｐｅａｒｌ　Ｃ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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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15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意見

敬啟者︰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建議維持現時投票站早上七時至晚上十時的安排，
以方便市民，特別是需要輪班工作的選民。

Esther AU Lai-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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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16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 在維護選舉公平公正，以及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自由
發表意見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 (即 非相關候選人 (即是其選舉
會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 ) 因在互聯網 (包括社
交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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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選舉廣告規管都應放寬，容許在不同媒體上的廣告，不應只著眼社交媒體！報章 
editorial ，就寫乜都得，又唔使計錢！點解其他媒體就要管？電子媒體仲唔俾賣廣
告，根本就係唔公平！
要做到公平d，全面放寬！

(b) 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否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網費？選舉調查的規管 

簡直無聊！咁不如計埋 man power by working hours！應全面放寬！

(a) 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選擇)應
否受到規管。具體而言，應否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
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既然容許作調查，為何不讓人公開？不讓人發表，不如禁止調查！

(b) 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應否受任何程度的規管。具體而
言，應否禁止在投票當天或投票日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
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不應！

(c) 在投票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應否改變？ 

應該規範，只有大學學術機構可作票站調查，其他私人機構或團體，均不准！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不應！要改的話，只能加長！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
時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不應！要改的話，只能加長！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不應！要改的話，只能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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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18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

本人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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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19
Subject: Election hours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am very concern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w considering to shorten the 
voting hours. My hubby and I both need to work and we got kids to take 
care,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the advantage to shorten the voting hours. 
Should not election have a more flexible voting time for eligible voters to 
cast our vote? Is the government listening to us or only wants to implement 
policies at your ease? I’m very confused. 

Yours faithfully

(Editor's Note: The default email signature have not been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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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20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過往紀錄，有7至10%的選民是在最後一小時才投票，如縮短，最後時段會好擠擁，加
班人士可能失去投票機會，不公平。

香港居民 許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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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21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2017-11-13)

致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 12字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第二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2A)

本人欲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提供意見：

5.02 具體來說，我們主要希望公眾就以下問題發表意見－

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在維護選舉公平公正，以及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 自由發表意
見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即非相關候選人(即是其選舉會被促使或阻礙
的候選人)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 因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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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第三者, 只要不是嚴重失實的攻擊, 就不該牽
連在內。
(b)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否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網費？ 同上。

選舉調查的規管

(a)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選擇)應否受到規
管。具體而言，應否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
體評論及預測？ 不應禁止, 這是言論自由。 
(b)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應否受任何程度的規管。具體而言，應否
禁止在投票當天或投票日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
預測？不應禁止, 這是言論自由。
(c)在投票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應否改變？選舉的工作人員應保持中立, 不應引導或提示投票
人的投票意向。

投票時間 ‐就文件第12及第13頁提供的「選舉在不同時段的投票人數」的分佈表：

(a)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不應。
(b)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時延遲
投票開始的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要是強制縮短投票時間, 21:30‐22:30 是最多投票人數的時段, 不可能是選項之一。
(c)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要是強制縮短投票時間, 延遲開始1小時。我再重申, 我
絕不支持縮短投票時間。

http://www.cmab.gov.hk/tc/issues/electoral_arrangements.htm
http://www.cmab.gov.hk/doc/issues/Consultation_Paper‐Electoral_Arrangements_c.pdf

Best regards,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此電郵內的連結與諮詢文件相同，為免重複，不在此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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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28
Subject: 選舉安排檢討

本人十分不同意縮短投票時間. 因香港很多人在假日都要上班, 而且工作時間不定, 
投票又規定指定票站, 假若縮短投票時間, 必然令部份人無法投票, 影響部份人投票
權利. 

Jaso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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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29
Subject: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的意見（縮短投票時數）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第四章：投票時間＂：縮短投票時數

本人為在職人仕，一直十分支持立法會選舉，無論工作有多忙，每次均趕往投票積極
參與！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會導致本人及一眾需於當日上班／輪班工作人士難以作出
調動和安排，甚或錯過投票支持政府順利施政的機會，實非港人之福！有見及此，本
人希望　貴局能考慮一眾在職而又支持政府的人士的投票權，讓我們有機會對信任的
代議仕投下支持政府的一票！因此，本人認為不應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什或應該加
長，讓更多支持政府的人士能投下對政府信任的一票！

(署名來函)謹上
註：本人不欲公開個人名稱及電郵地址，意見則可以公開。謝謝！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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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31
Subject: 選舉時間不要缩短

你好

上次區選現打蛇餅排隊，市民要等侯1小時才投到票，没有理由要缩短選舉時間，讓市
民再排耐D先投到票

市民
李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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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37
Subject: 縮短投票時段?

如果投票是共民責任，點解要為一些人開方便之門而縮減共民的權利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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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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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2:58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意見書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不應。2016年立法會選舉於10時半結束仍有票站截龍後有逾千人排隊，至凌晨時分，
至少仍有800人等候投票，部分人等得太耐坐在地上，投票到約2時半終結束，令整個
投票過程「加時」了約4小時。假如縮短投票時間只會令人龍情況更加惡化，等待投票
的時間成本增加減低選民投票意欲。

而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有多達三十萬選民於晚上8時半至10時半進行投票，此舉將影
響差不多佔兩成投票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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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3:11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Dear Sir /Madam,
I write to oppose the proposal of shortening the time for voting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HK people are busy working and also family duties, even at weekends. There are people who 
work shift every day. E.g. security guards in housing estates work in 12-hour shift.
Therefore the voting time should be extended to 12 hours or more to allow most citizens to 
vote but not shortened.
Yours faithfully,
Miss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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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3:20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

敬啟者：

本人強烈反對約投票時間縮短，此舉嚴重剝削星期六日仍要上班的廣大市民投票的權
利，影響選舉的公平！

市民
莫先生

A000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3: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本人得悉政府正考慮會否縮短選舉的投票時間，但由於香港人事務繁忙，相信有
不少市民會因工作或外遊，無法在縮短後的時間內趕及前往票站，故極力反對有關調
整。

 

林名溢

敬上

A0004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3:38
Subject: 投票建議

本人建議延長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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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4:14
Subj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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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更需要廷長至全日24小時，以便更多輪班人士投票。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
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不適用。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0秒鐘

其他意見：

禁止非專營交通公具於選舉日於投票站方圓250米範圍內上落客；
禁止全港所有大型交通公具（載多於5人以上）於選舉日的私人出租服務（包括預
訂）；
選民不能以身份證副本投票 （臨時身份證明書不在此限）；
傳媒報道某候選人/名單後，不需宣讀其他同區候選人/名單。

祝  安康

William Tso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5:09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本人就以下項目提交意見：

4.10 就投票時間，我們希望就以下議題徵詢公眾意見：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
數？

絕對不應該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
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如果前設是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這一個
問題不成立。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重申，絕不能縮短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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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5:2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及諮詢文件

不贊成縮知選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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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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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5:31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本人認為不認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人手上，只有票站人員才需要無間段的由早到晚
工作，我認為政府應該檢討有關安排，改行輪更制，亦可以吸引更多公務員於投票日
當值。至於場地問題，政府應提供更多經濟上的誘因，令場地願意借出場地至第二
日。

Jimmy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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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5:35
Subject: 就投票時間表達意見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答：不應該，甚至盡可能延長，方便市民前往票站投下神聖一
票！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
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
結束的時間? 

答：盡可能不要縮短，可增加人手以便順利完成點要程序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答：一分鐘都不能少，盡可能延長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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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5:40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就投票時間之意見： 
a) 不應縮短

b) 應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以及延遲投票結束的時間以方便較夜放工之巿民前往投
票

c) 投票開始及投票結束的時間均延遲1小時開始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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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6:27
Subject: 轉寄﹕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論-意見

本人對縮短投票時間非常反感及大力反對！每次投票都大排長龍，而到晚飯後
更是投票的黃金時間，有很多人又會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是扼殺很多人的
投票權！唔該政府做實事，做事光明磊落一點吧，常攪埋這些鬼鬼鼠鼠的小動
作！點唔切票就檢討一下自己的流程同人手分配啦！

市民
Shanno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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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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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6:29
Subject:

(a)

(b)

(a)

(a) ( )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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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選舉調查的規管應予以放寬，毋須事前申請亦可進行票站調查，惟在投票完
結前，不應以任何方式把有關投票人如何投票、或按此作根據進行的任何預測結果，
透過任何方式透露給公眾或部份公眾人士。

對於投票日之前的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形式上則不應作任何規管，唯必須
於選舉日投票開始前十二小時公佈相關結果。

 

投票時間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
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個人意見：

參考以往投票率及投票習慣，結果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個人建議應將投票時間更改為
早上九時至晚上十一時，並將投票日翌日的星期一訂為學校假期。

現時政府有規定學校上學日數，在學年中多加一天假期或減少一天假期，其實並不影
響學校上課安排，因此本人建議將投票日翌日的星期一訂為學校假期，如此安排確保
亦可政府能夠使用學校作投票場地。

 

其他意見：

1.      政府應設立特定票站，容許能提交合理理由的選民於選舉日前提早投票，例如在
港島區、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各設立一所特定投票站，供選舉日當天必
須離港（須附上有關證明，如已預訂的機票、車票或船票等）的巿民投票。

2.      應採用電子投票，以指模作身份核對。現時出入境的e-道已運作多年，相關技術上
理應不困難。為保障投票的安全，核對身份的系統可與投票系統分別獨立運作，核對
身份的系統可參考e-道，在巿民更換成人身份證的同時，已自動登記為選民並將相關
資料紀錄在選民登記冊內。投票系統在投票完結前不應連接至網絡，以確保安全及穩
定性。在投票結束前，票站主任只須將每台機器各候選人得票計算總和即可得知票站
投票結果。

劉梓峰 上

2017年11月21日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6:42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To who it may concern,
 
 
With refer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 of Chapter 4 ‐ Polling Hours Clause 4.01.
 
It is not acceptable to reduce the polling hours as many of the Hong Kong citizen like to vote 
at evening/night.
 
As such, I count propose to extend the polling hour to mid night (i.e. 17 Hours from 07:00 to 
24:00 H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lections rate.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Regards,
 

Kevin La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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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7:42
Subject: Object !!

U should hire more crew to do the job but not cut the time !! What a stupid 
logic .....

(Editor's Note: The default email signature have not been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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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8:12
Subject: 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意見

你好

不出所料，政府又有新動作去將幫助建制和親中人士勝出各級選舉。雖然政府必定否
認，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公信力在大多數的香港市民心中，基本上接近零。

本人的意見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縮減投票時間或票站開放時間。假如政府認為點票時間
不足或是其他原因而要縮減投票時間或票站開放時間，也許應該檢討的不是時間長
短，而是政府的行政和管理能力。當然，特區政府的能力接近無能是大多數香港人能
夠見到的，但並不代表應該縮減一直實行的投票時間安排來令人覺得一個無能政府是
有效率的。 
雖然，這個無能的政府從始至終沒有打算面對香港市民，甚至這個諮詢可能只是一個
假諮詢 (總比像一地兩檢和故官博物館般，連諮詢都懶做），但我也要表明反對以任何
形式來縮減各級選舉的投票時間或票站開放時間。

香港市民 (無能政府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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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8:23
Subject: 選舉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因為香港人口密集，加上工時長 (投票日也要上班)，一個站有不少選民，必須按香港
現況和需要，維持現有投票時間，甚或延長。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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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19:06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Dear Sir or Madam,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opinion towards the captioned consultation. I am 
totally disagree to shorten the voting time. 

Referring to last experience, it is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long queue 
outside the polling stations, even after 22:00. Obviously, there is a high 
demand on more polling stations and more manpower in polling stations.

Voting is the human right and citizens responsibility. It make no sense to 
shorten the polling time which will definitely violate the basic law. We 
should increase manpower and increase polling stations instead of shorten 
polling time.

Please respect Hongkongers’ human right and our strong desire of real 
democracy. 

Yours faithfully,
Chan On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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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0:00
Subject: 就有關投票時間調整意見

你好，
本人不認同減短市民投票的時間，因為市民投票是公民權利，而且香港有不同類型的
工種，考慮到放工時間，有需要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去行使投票權，所以不應該以任何
形式減少任何投票時間。
由於本人認為一定不能減少投票時間，故不存在假設減少時間而提供以何種方法減少
時間的意見。
請有關部門必需慬重考慮。
謝謝

A000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0:3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你好，

我的意見如下:
不應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以免影響投票人數，應以整理時間至08:00-23:00以疏導人
流。票站工作人員可以7-8小時輪班工作為較合理。

凌小姐上
-- 
Sent from my Android device with K-9 Mail. Please excuse my bre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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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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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0:37
Subject: 選擇事務處主任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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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1:16
Subject: Re: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A000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1:25
Subject: 有關投票時間改動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余嘉駒（hkid: y094xxxx)。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
本人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余嘉駒 

A0006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1:25
Subject: 就有關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

選舉事務處主任：

本人是香港居民，張俊富。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
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張俊富上

A000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1:38
Subject: 選舉安排咨詢

本人認為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 以交趕不及交還場地為理由實在太荒謬, 應該多聘請人手幫忙而
非縮短時間, 本末倒置! 很多香港人工時長或需輪班, 縮短投票時間等如剝奪其投票權利, 此舉
令人居心叵測

巿民NG Wai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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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6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2:1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陳嘉慧。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
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陳嘉慧

A0006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2:19
Subject: opinion for vote arrangement

你好，

我的意見如下:
不應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以免影響投票人數，應以整理時間至08:00-23:00以疏導人
流。票站工作人員可以7-8小時輪班工作為較合理。

Ray Lee

A0007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2:19
Subject: Opinions on shortening the voting time

Dear sir/ madam,
I am writing in regards of the recent suggestions on shortening the voting time. I personally 
object such arrangement. I understood the government has undergone research comparing the 
voting tim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efore raising such changes, however, the longer time（i.e. 
Current practice) allows more people to voice out their opinions and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as citizens. People like me having non-stable working hours would find it really difficult to 
go to the designated areas to vote if the voting time is being shortened. I truly hope the 
government would reconsider such changes if the intention is just to be able to return the 
borrowed properties for voting on time. Thank you.
Best regards,
WONG

A0007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2:23
Subject: About voting timeframe

Dear Sir/Madam,
May I suggest to extend the voting time? And hiring extra helper to let more voter to 
participate the campaign.
Thank 

A0007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2:48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本人認為諮詢文件中更改投票時間由原來十五小時改為縮短投票時間表示不認同
現時十五小時可以令香港不同上班上課時間不同的市民都可以使用投票權利 若縮短投
票時間便令一大部分市民難以抽空投票 變相失去投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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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3:05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作出回應201711212304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助理秘書長(2A):

本人欲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作出回應:
5.02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本人反對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香港的工時較長, 有不少市民早上上班, 至晚上才下班, 故較難安排時間到票站投
票。故早上7:30 至 晚上10:30 的投票時間, 仍然極為重要。有見自2016年的投票人數, 
較2015年大幅上升   [(2202283 - 1467229)/1467229 ] X100% , 升幅達到 50% 。而有
見投票人數有上升預期 及過去部份票站到截止時間, 仍然人龍未散, 投票時間應延長至
晚上11:59, 以讓大部份市民, 皆能順利投票。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
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投票時間不應縮短。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投票時間不應縮短。

此致,
PICO CHEUNG 
香港市民

A000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3:36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意見

敬啟者：

本人不贊成縮短晚上投票時段。

本人認為縮短投票時段，尤其晚上時段確會造成不便，甚至影響投票率，實屬不智做
法。

若然擔心投票翌日早上未能如期交場的問題，不妨試試設立投票翌日的學校假期，學
校借出場地而早有預期，不致因點票等等過程延誤影響交場時間，而是預留更充裕時
間作點票。

這樣甚至可以延遲投票時段，方便更多市民參與投票，亦可疏導投票人流。

本人不贊成縮短晚上投票時段。

而投票時段若然能讓更多市民方便參與投票，就不能說是過長了。

市民
梁睿昕 上

A000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1/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立法會選舉投票時間和反對禁止在社交媒體轉換立法會候選人頭像

反對縮短立法會選舉投票時間，有部分人可能因上班或其他原因未能提早投票，不能
因而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

反對禁止在社交媒體轉換立法會候選人頭像，社交媒體日漸普及，而且是表達意見的
平台。不能因而剝奪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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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00:12
Subject: 就應否縮短投票時間提供意見

敬啟者:
本人欲就應否縮短投票時間提供意見。社會普遍工時長, 且有部份職業需要輪班工作, 
縮短投票時間會影響投票人數。而且不能令市民為選舉履行義務。
若政府關注通宵點票工作, 以及工作人員的狀態, 理應增聘人手, 而非縮短時間, 此為末
末倒置之舉。
本人極力反對此建議。

Dennis Yau

A0007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00:13
Subject: 反對縮減投票時間

敬啟者, 

本人反對任何縮減投票時間的建議。

Kevin, Sze Wai Hei 

A000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00:46
Subject: 縮短選舉投票時間意見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馬彬偉。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
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馬彬偉

A0007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09:59
Subject: 反對投票時間收緊到六點！

堅決反對投票時間收緊到六點！！
要求保持以往投票時間

香港市民
高家麟

A000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0:26
Subject: 選舉

我不同意政府缩短票站時間，你們看不到上屆都排長龍唱？我們打工仔好遲才放工
呀！

Thanks
Salina

A000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2:15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建議禁止星期日拉票

敬啟者：

本人得知　貴處正研究縮短投票日之投票時間，並就投票日程序進行意見收集。
本人反對縮短星期日之投票時間，相反應效法台灣，設冷靜期，禁止任何人及政黨組
織等於投票日拉票。

現在投票時間設定，其實不利於中更工作的市民，而星期日的大規模拉票更是阻街，
吵嘈，當天的選舉工程不可能改變甚麼投票意向，亦不少新聞報導出老人院舍職員涉
嫌受賄而推老長投票，此等種種，讓星期日設為冷靜期有助減輕阻街，燥音和收賄的
可能性。

望　貴處能考慮上述安排。

祝　工作愉快

市民　林正軒啟
22/11/2017

A000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2:59
Subject: 強烈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甄浩鈞。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
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甄浩鈞

A0008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4:03
Subject: 東區投票時間太短

致選舉委員會，
本人認為東區尤其太古城的可投票時間及安排有點太小及混亂，排隊也排二小時，不
合理，懇請作出改善
東區小選民上

A000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4:37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蘇榮祺。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
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蘇榮祺

A0008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5:28
Subject:

1。應禁止在投票日作任何類型有關投票意向既調查。因為好討厭又好擾民。
2。在投票日當日不應在電視報導投票日前所舉辦既投票意向調查結果。
3。絕對不應縮短投票時間。香港人實在太忙，投票時間應該加長至半夜11點半。
4。如真係要 cut short 個投票時間，就應該 cut 7.30-9.30am 那兩段。因為最少人投，影
響最少。
5。應加強“掌心雷”、“老人團配票”、種票等等既防範及刑罰！

A0008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5:52
Subject: 有關投票時間意見

4.10 就投票時間，我們希望就以下議題徵詢公眾意見: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只延遲投票開
始的時間，還是同時延遲投票開始的 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回覆

(a) 不應該

(b) 大部分選民是就職人士，放工後才能投票，而放工時間絕對不會
同一個時段，反而應該延遲關閉投票站至午夜十二時！

(c) 不建議縮短時數

Kan Chung Wai

Best Regards

A0008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7:13
Subject: 就 有關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提出意

見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廖卓鈞。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
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
票時間改至朝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
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
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
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
業人呢？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
體力勞動工作人會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 貴處職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
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
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
你加快執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
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
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
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廖卓鈞

A000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17:29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意見書

敬啟者：

鄙人得悉 貴局欲縮短區議會及立法會投票時間至十小時，特書此信反對該建議。

首先，雖然香港現時投票時間為早上七時半至晚上十時半，投票日亦多為星期日，但 
貴局亦應顧及星期日需上班者之需要。投票為香港市民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投票時間
縮短至上午九時開始或晚上六時結束，大部份星期日需工作的市民都極難配合投票時
間，於上午九時或晚上六時抵達受影響不能趕及上班前後前往投票之眾定多不勝數。

第二，貴局列舉英國、澳洲、星加坡等地投票時間普遍較香港短為例，引證香港亦可
縮短投票時間。但 貴局似乎忽略以上多國皆有另外安排其他投票時段及方法，供選民
不一定親身去票站投票，亦可行使公民義務和權利。以澳洲為例，不投票者即干犯刑
事罪行，會被罰款或判監。因此澳洲政府提供網上投票、境外領事館投票、預先投票
等方法方便投票日未能親身去投票站之公民。以美國為例，美國大選各州投票時間不
同，但皆有網上投票、郵寄投票等方法方便市民。反觀香港，貴局建議推遲開始投票
時間、提前結束投票，卻又未見有何替代方法供未能親身去票站的市民投票。誠予人
剝奪市民行使權利與義務之感。

總而言之，貴局建議縮短投票時間方便自己借用場地實在極為愚昧，公眾不可能接受 
貴局為一時方便剝削市民權利。因此，本人提議：

1) 維持現時票站開放時間
2) 增加人手為票站開閂前後作準備，盡量減少影響用作票站的場地，投票後盡快交還
場地

本人反對 貴局建議縮短投票時間，希望 貴局採納以上意見，避免任何剝削市民權利的
改變。此致。

黎蔭昭謹啟

公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A0008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22:48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意見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Charlie Lam。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
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Charlie Lam

A000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22:50
Subject: Comment on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Reduction of election time only cause inconvenience to HK citizens. So,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such proposal. You should extend instead of reducing the time.

A000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1/2017 23:40
Subject: [Possible SPAM]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投票時間長短直接影響議員投票的質素，絕不能為通過投票而縮短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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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02:49
Subject: 拒絕投票時間縮短

致政府部門：
每個人上班時間都不一樣，現有的投票時間已經令很多人不能投票，假如再縮短時
間，那麼會令到更多人不能投票。堅決拒絕投票時間縮短！
香港人啟

A0009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15: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歐陽靜琳。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
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歐陽靜琳

A0009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15:21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意件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譚楚藍。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嘅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九晚六，同犧牲
打工仔嘅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哋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
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理？仲要未計啲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
喺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喺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喺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嘅人呢？服務性行業嘅選民
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嘅工作嘅人會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哋？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咗， 貴處職員辛苦咗。作為
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嘅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但只無改善到某啲票站排長龍嘅情
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嚟講，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哋加快執嘢速度？退一萬步
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嗰陣訂多半上晝？或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
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嘢嘅速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譚楚藍

A0009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16:42
Subject: 反對縮短及減少投票時間

我的意見：反對縮短及減少投票時間

原因：最後一小時投票的選民相對較多。因此，如大幅提前投票結束時間以縮短投票
時數，或會影響投票率，亦無可避免地令每小時的投票人數增加，投票站因而容易出
現等候投票的排隊人龍。
選舉事務處可能因此需要增加投票站的數目及招聘額外的票站工作人員，以減少每個
投票站的選民數目及避免出現排隊情
況。此舉可能抵銷了因縮短投票時數而節省的資源。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0009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20:46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選舉時間安排應延遲到午夜12時,遷就餐飲業員工和機場員工的夜晚收工時間.

A000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21: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何嘉。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原因
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涼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暫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了？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唔值
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要剝削佢手上的寶貴又重要一票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亦可以聘請兼職職員，或者我再重申： 
貴處職員做速度及效率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希望 貴處唔好漠視民意，一意孤行。有心
為香港好就千祈唔好放棄香港一直行之有效既選舉過程，否則最終只會留下一個惡果
比後人承受。我地既香港唔係祖父輩留比我地，而係我地借用左兒孫既香港。

香港居民及選民
何嘉

A0009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1/2017 21:53
Subject: 回應《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執事先生、女士：

就投票時間，我認為不應該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因文件提供的
2015年區議會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不同時段投票人數的資料顯
示，所有時段的投票人數相約，反映各時段也有需要維持。

巿民

何冠熹上

A000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4/11/2017 12:51
Subject: 對《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意見

敬啟者：

對於政府近日發佈〈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本人對投
票時間的安排之更改不甚滿意。

若政府將投票時間縮短，將對不少人極不方便。雖然投票日通常
設置於星期天，但有不少工作仍需在周末上班。若然縮短投票時
間，便有機會令那些選民未能投下自己的一票。

另外，以上次的立法會選舉為例，不少票站於關門的時候仍有大
量人士排隊，顯示現時投票時間已經不足夠。若然將投票時間縮
短，將會令問題更為嚴重，請政府務必三思。

請於考慮本人之意見後盡快回覆。

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市民

A00100



From:
To: scmaoffice@cmab.gov.hk, 
Date: 24/11/2017 14:39
Subject: Objection against Cutting Polling Hours

Dear Secretary,
I have grave reservation towards your proposition of shortening the opening hours of polling stations
which might facilitate the future expropriation of private properties for election purposes.

Voting is not only a honorable civic duty, but also a distinctive prerogative. Many developed 
democracies believe the furtherance of voting participation would foster patriotism and 
promote cohesion in the society.
While nuturing those virtues are one of many objectives of the Policy Address 2017, your 
shortening initiative soundss utterly incongruous, counterintuitive, and totally detached from 
the public.
Members of the public living in large private housing estates have repeatedly requeste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always long queue of voters waiting to get into the polling stations. Such 
situation is particularly salient after dinner time. Those ardent voters are mainstay of the city 
who love Hong Kong very much.
Shortening polling hours is not conducive to advocate patriotism and solidarity in the city .

In addition, any curtailment or even a little shrinkage of polling hours would certainly backfire 
and sentimentally square with disenfranchisement: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s a concerned citizen, I sincerely wish your would heed the need and request of the public 
and retract such undue and unfriendly suggestion of condensing polling hours.

Best regards.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71120/57483097

(Editor's Note: An article enclosed with the submission has not been reproduced due to copyright issue.)

A001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1/2017 11:05
Subject: 有關更改選舉時間

你好，考慮到一般打工仔的上班時間，本人並不同意有關縮短選舉時間安排。處方以
憂慮未能準時交還場地為由，我認為這不可能優於市民的選舉權。人手安排可以有效
舒緩有關問題，而這亦同樣是 貴處的責任，我建議處方可招募更多人手以加快當天進
度，而非縮短時間影響市民投票。選舉必須以公平為大原則，縮短時間確會影響部分
市民投票權，公平性降低是必然的結果，希望處方慎重考慮，尊重一下香港市民。

市民
曹先生
2017年11月25日

A0010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1/2017 18:21
Subject: 縮短投票時間問題

返工返朝九晚五投唔到

A001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6/11/2017 23:1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執事先生︰

有關縮短投票時間一項，普遍市民工作繁忙，即使在周日亦要全日上班，縮短投票時
間令他們無法投票，難以實踐公民社會，讓他們盡義務，故此有必要維持投票直至晚
上十點。

　　祝
台安

市民
張先生啟

A0010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8/11/2017 14:24
Subject: 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Leung Hok Chi。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
反對，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Leung Hok Chi

A001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30/11/2017 09:21
Subject: 就選舉安排諮詢提交意見

 

本人於上述中的「投票時間」，有之下的意見，供有關政府部門考慮。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應該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因為香港現行的投票時數，比世界其他地區也較長，包括
美國和台灣的總統選舉，但投票率卻不因而較高。根據過往多年香港投票站的經驗，
投票時數與投票率没有必然的關係，所以縮短投票時數為善用公共資源﹝人力和金
錢﹞，做出相同的效益。
 

如果縮短投票時數，有多方面的好處。首先，香港部份的投票站設於學校、運動場、
社區中心，投票翌日﹝周一﹞均須交還場地，為免影響到學校上課或市民使用公共設
施，提早結束投票及開始點票，才可確保準時交還場地。另外縮短投票時數，即提早
開始點票，亦可盡早得悉選舉結果，同時票站工作人員﹝公務員﹞也不會因過度疲勞
而提高出錯機會和身體不適，甚至影響自己原屬政府部門崗位的工作表現。
 

最近幾次的投票也出現一些突發情況，包括投票快結束前大量市民到票站排隊，要到
凌晨時分，才可完成投票；亦有票站遺失票箱鎖匙等。這些突發情況均引起混亂及推
遲了整個選舉的過程。如果縮短投票時數，會有更多彈性和額外的時間去處理，不致
不合理去延誤。
 

有人擔心縮短投票時數，會減低投票率，除了以上討論投票時數與投票率没有必然的
關係外，投票為選民的義務和權利，應加強教育或其他方法去鼓勵或方便市民投票，
並非繼續現時過長的投票時數。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還是同

時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多少？
 

建議投票時間為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即共十二小時。比現行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半
小時以及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兩個半小時。

A0010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01/12/2017 11:12
Subject: 不同意 縮短公共選擇的投票時間

選舉事務處主任：

我係香港居民，YK CHAN。就有關 貴處打算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一事，本人強烈反對，
原因如下：

一）眾所周知，香港一般打工仔工作時間都係朝九晚六。 貴處疑將投票時間改至朝
九晚六，同犧牲打工仔投票機會有何分別？如果你話要佢用自己午飯時間去投
票，會唔會太刻薄？打工已經要返九個鐘，中間得一個鐘休息時間都要拎走埋？合
理？仲要未計人一窩蜂衝哂去投票站， 貴處職員可以一個鐘內處理到咁多個打工
仔？更何況全港打工仔又有幾多人返工係自己投票票站附近？

二）就當投票日係星期日公眾假期，一般文職都唔洗返工，咁服務性行業人呢？
服務性行業選民工作時數遠遠超出朝九晚六啦下話？係咪做體力勞動工作人會
唔值得有呢票？點解又要犧牲佢？

三）選民無減少，但投票時間縮短，就只會有一個後果：投票等候時間長， 貴處職
員辛苦。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好應該盡力為市民提供最好服務。而家呢個提議不
但只無改善到某票站排長龍情況，仲要雪上加霜！對 貴處職員、香港市民講，
都只會係劣政。

四） 貴處職員唔可以收拾好場地還場，點解要香港選民埋單？點解唔係你加快執
速度？退一萬步就當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做，咁可唔可以訂場地陣訂多半上晝？或
者主力用政府建築物，減少同外界租借場地？或者我再重覆一次： 貴處職員做速
度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要全港市民埋單。

就上述原因，本人極力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居民及選民
YK chan

A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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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scmaoffice@cmab.gov.hk" <scmaoffice@cmab.gov.hk>, 
Date: 06/12/2017 18:39
Subject: Re: Response to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 Complaint about 

Inaction Against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s in Elections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eacenq@reo.gov.hk" <eacenq@reo.gov.hk>, 
"scmaoffice@cmab.gov.hk" <scmaoffice@cmab.gov.hk>, "ceo@reo.gov.hk" <ceo@reo.gov.hk>, "reoenq@reo.gov.hk" 
<reoenq@reo.gov.hk>, 

Date:        23/11/2017 01:03

Subject:        Response to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 Complaint about Inaction Against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s in Elections

A00109



To: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Mr.	Patrick	NIP,	JP 
&	other	relevant	officials,	including	Chairman	of	Electoral	Affair	Commission,	Mr.	Wah	
FUNG,	GBS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 
及其他有關官員,	包括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先生 
As	a	legitimate	voter,	this	is	my	view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NEED	to	make	further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including	your	proposals	to	deplo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voters	to	cast	their	votes,	and	to	regulating	candidates	their	
election	campaigns	on	social	media.		Judging	from	the	corrupted	conducts	and	
disappointing	performances	of	the	Commission,	during	the	recent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s,	the	latter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uspicious	thefts	
of	notebook	computers	which	contain	database	of	millions	of	voters,	I	have	more	than	
sufficient	reasons	to	lose	my	last	bit	of	confidence	upon	you,	and	don't	believe	the	
Commission	will	be	able	to	conduct	a	fair,	transparent	and	honest	election,	anymore.			
對於立法會選舉的安排，我認為沒有必要作出重大修改，包括你們提出選民使用資訊
科技進行投票，以及規管候選人使用社交媒體的選舉活動的建議。從選管會你們在最
近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事宜的處理方式及表現，這不僅包括選民資料異常失竊事
件，我已經不相信你們將會能夠進行公平透明誠實的選舉。 

However,	in	order	to	restore	a	little	of	my	confidence	upon	you,	there	shall	be	minimum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Instead,	the	Affairs	Bureau/the	Commission	shall	
be	putting	plenty	of	efforts,	from	now	on,		to	stamping	out	fake	registrations	and	
prosecuting	fake	voters;	prosecuting	the	corrupted	candidates/legislators	in	service,	
who	have	already	committed	illegal	and	corrupted	conducts,	in	order	to	illegally	
influencing	and	winning	the	election	outcome,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d	after	
the	recent	elections.	
不過，為了恢復我對你的信心，你們應該對現有的安排作最小改動，但從現在開始，
你們應首先 
重力打擊假的選民登記和刑事/法律起訴假選民，和刑事/法律起訴那些已犯了法的立
法會候選人/現任立法會議員。 

I	will	only	be	strongly	advising	and	reminding	you	to	investigate	those	allegations	
against	a	number	of	existing	legislators,	who	have	been	reported	widely	in	the	press	
and	Facebook,	for	making	false	declarations/claims/descrip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ir	
academic/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period	and	after	the	
election,	and	the	same	legislator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geographic	constituency,	
who	had	appointed	agents	to	intimidating	a	rival	candidate	representing	the	Liberal	
Party,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period,	in	order	to	compel	his	rival	to	drop	out.			
我只會強烈建議和提醒你們，立刻針對調查那些在媒體和臉書上已被廣泛報導的立法
會議員，就其學歷/專業資格曾作出虛假聲明/申報/陳述的指控，就同一位新界西立法
會議員，在選舉期間，曾委任幫派背景代理人使用恐嚇手段，迫使該自由黨候選人自
動退出，非法影響和贏得選舉結果。 

I	am	also	demanding	you	to	explain	why	the	Commission	has	done	nothing	so	far	
regarding	the	above	serious	allegations.		The	timing	of	the	Bureau	to	pushing	out	this	
public	consultation	is	suspicious.		Is	this	an	attempt	to	distracting	public	attention	from	
the	highly	controversial	and	unconstitutional	Express	Rail	Check‐point	Co‐location	
arrangement!	
我也要求你解釋，為什麼對上述嚴重指控迄今為止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推出這公眾諮



詢的時間非常可疑。是否試圖分散公眾對高度爭議和違憲的高鐵一地兩檢安排的注意
力? 

Is	this	your	attitude	to	testing	the	tolerance	of	the	public	anger?		And	you	will	not	act	
until	the	voters	mobilise	themselves	to	take	class	action	against	the	Commission,	by	
filing	their	formal	complaint	to	Ombudsman	Office	against	your	inaction?		Likewise,	
filing	a	formal	complaint	at	ICAC,	in	order	to	force	you	to	take	the	appropriat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legal	proceeding,	about	the	alleged	crimes	according	to	CAP.	554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你們的態度是否正在測試公眾對政府不滿的容忍底線?	直到選民動員起來對你們採取
集體行動之前，你們不會重力打擊假的選民登記和刑事/法律起訴假選民，和刑事/法
律起訴那些已犯了法的立法會候選人/現任立法會議員?	同樣，直到選民動員起來向廉
政公署提出正式投訴，要求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CAP	554，對涉嫌的罪
行進行適當的刑事調查和法律程序？

Yours	Sincerely, 
專此候覆

Martin	CHAN 
Registered	Voter	

(Editor's Note: Two submissions have been received on 23rd November 2017 and 
6th December 2017.  The second submission contains the content of 

the first submission, hence is not reproduced here to avoid duplication.)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11/12/2017 23:19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敬啟者：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 在維護選舉公平公正，以及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透過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自由發表意見的前提 下，是否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 (即 非相關 候選人 (即
是其選舉會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 ) 因在互
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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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維護選舉公平公正，以及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透過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自由
發表意見的前提 下，我認為可以考慮在法例中豁免第三者 (即 非相關 候選人 (即是
其選舉會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 ) 因在互聯
網 (包括社交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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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 網費？

我認為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 網費。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 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選擇)
應否受到規管。具體而 言，應否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 結果或就
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我認為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 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選
擇)應受到規管。具體而 言，我認為應禁止在選舉結束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 結果
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b) 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應 否受任何程度的規管。具體而
言，應否禁止在投票 當天或投票日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 個別候選人
的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我認為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不應受規管。具體而言，我認
為不應禁止在投票 當天或投票日之前公布或披露這些調查的結果或就 個別候選人的
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

(c) 在投票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應否改變？
我認為在投票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不應改變。

 投票時間 
(a)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我強烈反對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市民
鄭俊鴻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編者註：來信人分別於2017年12月11日及13日遞交2份意見書，

由於第1份意見書已包括第2份意見書的內容，為免重覆，第2份意見書不在此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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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先生台鑑：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意見書 

就政府對各級選舉安排的修定，本人意見如下。 

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佈選舉廣告的規管，政府應考慮現時社交媒體快速傳播而難以規

管，全面放寛第三方在社交媒體評論候選人、更換頭像或建議投票給某個候選人。此意見是建基

於政府不能確認該行為是否作為選舉宣傳，例如若一名市民留言讚同某一位候選人，不代表該市

民與候選人存在關聯，故該市民是真誠地支持那位候選人，不構成選舉廣告。此外有關當局難以

量化在社交媒體發佈選舉廣告的價格。假若有市民於Facebook更換頭像支持某候選人，究竟此行

為值多少錢？確實難以估算。市民若在網上因支持某一位候選人而作出上述舉動，容易誤墮法

網，影響言論自由。 

在選舉調查規管上，本人愚見應禁止所有選舉調查團體於投票日進行調查。在過往投票，部分調

查團體被指與政黨合流，企圖籍調查而進行配票，影響候選人的勝訴機會。故此政府應杜絕有關

情況，實現公平公正的選舉。 

至於其他事項，本人認為政府應全面禁止市民使用身分證副本進行投票，降低「被投票」的風

險。 

以上是本人之愚見。若有錯漏，不吝賜教。 

此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邱裕昌 

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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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及場地，如學校及體育館等，以減少投票日及隨之其後的點票工作對

公眾人仕的影響。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編者註：來信機構於2017年12月18日以電郵、郵寄及傳真方式分
別遞交3份意見書，由於第3份意見書已包括第1份及第2份意見書的

內容，為免重覆，第1份及第2份意見書不在此刊載。)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16/12/2017 13:41
Subject: RE: Response to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Nov 2017)

TO: Team 2,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12/F, 
East Wing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Dear Sir/Madam,
I have the following comments and responses:

Regulation of EAs publish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 Yes, exemption can be granted.
b) Yes, only restricted to electricity and internet access charges.

Regulation of Election Surveys
a) Yes, it should be prohibited.
b) It should be prohibited election surveys.

Polling Hours
a) Yes, it should be shortened.
b) Ony the closing time of the poll be advanced.
c) One hour only.

Your attention is highly appreciated.

Best regards,
Kam Kin Pong
16‐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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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ong M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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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自由和新聞自由。

3. 投票時數

文件對是否縮短投票時數進行諮詢。我們認為，過往安排行

之有效，變動會對市民的投票意欲帶來負面影響。首先，文

件提供的數字，顯示在立法會地方選舉中，最後兩小時的投

票人數是較平均值高。縮短投票結束時間只是為了政府的行

政方便，並無考慮周日上班的市民的需要。另外，選管會在

報告書提出投票時間過長，令選管會未能找到合適場地，我

們認為不能因為一時的技術困難而損害市民的投票權利，如

果借場團體擔心借場後以致翌日早上六點前未能交場，當局

應考慮使用社區會堂用作中央 /大型點票站，不應減少投票時

數及投票站。

民主黨

2017 年 12 月



23萬監察 
聯絡：  電話：  傳真：

必須設冷靜期規管選舉調查及發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十一月中開始，展開為期個半月就《有關選舉安排檢

討》的諮詢，內容包括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選舉調查的規管，以及投票

時間等三個方面。對於維護選舉的公開、公平、公正三原則，非常重要。尤其是重

中之重的是對選舉調查的規管的諮詢，但却予人遲來的春天之感。 

  一路以來，政府對投票日在投票站進行的投票意向調查及發布，都有明確而嚴

格的規管，嚴禁申請進行上述活動的團體在投票結束前發布調查資料或結果，確保

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以保護選舉過程的「三公」原則，違者可被控以觸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予以檢控。若候選人指使該等活動，亦必須作為

選舉經費予以申報，否則也屬違法。 

  可是正由於選舉管理委員會對投票意向的調查及發布的規管，一直以來只局限

於投票當日、及只局限於依法申請做調查的團體或組織，便出現了投票站之外和投

票日之前進行的投票調查和發布沒有法例規管的真空地帶，即「無王管」。 

  以戴耀廷為首的反對派泛民陣營便窺準這個「無王管」的法例大漏洞，策劃組

織及全力推動《雷動計劃》，顛覆了二零一六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一人一票的「三公

原則」，利用大規模的有組織有系統選民投票意向調查及發布，為要抬捧的候選人

「造市」虛構選舉形勢，制造棄保效應，迫欲放棄的候選人退選從而達到「造王」

的目的。另方面，《雷動計劃》的集團化運作又蓄意規避選舉法例對選舉費用的申

報和規管，令反對派陣營的候選人，無論成王敗寇，都無需就《雷動計劃》的費用

承擔或申報，分然制做選舉的不公平、不公正。 

  戴耀廷策劃的《雷動計劃》最少有七個組成部份及步驟，牽涉大量人力物力，

沒有龐大的財政資源後援，勢難成事；（一）定期每周民調及發放有關資訊；（二）

選擇性地策略發放計劃目標候選人的資訊造勢；（三）組織策略選民參與策略投

票，並定期舉行會議交流面談；（四）收集選民的電郵及手機資料，策動《雷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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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萬監察 
聯絡：  電話：  傳真：     

納》；（五）秘密制定棄保名單；（六）在投票日前夕在主要報章刊登全版廣告造

勢；（七）投票日指揮策略投票，最後出動《雷廷救兵》計劃。對戴耀廷等如此破

壞一人一票選舉，政府當局可以熟視無睹，撒手不管嗎？ 

 《雷動計劃》在港得手後，戴耀廷也圖延禍至澳門立法會改選，最終被澳門政

府嚴厲抵制和取締而未能肆虐。 

  環顧國際上早已有悠久選舉歷史經驗的英國、新西蘭及新加坡等國，投票日前

的投票調查及發布有更周延的規管，並設立適當的冷靜期，保證選民獨立自主作出

選擇，切實維護「三公」原則。香港必須借鏡和效法，及時修改現行過時的法例，

堵塞「無王管」的漏洞，打擊虛假的選舉「造市」活動。 

 最後，政府還必須研究對候選人「棄選」的規管，修改法例防止蓄意策略棄選

制造不公平的選舉結果。 

23萬監察 

王國興 

鄧家彪 

梁子穎 

莫健榮 

2017年 12月 19日 

(編者註：來信組織於2017年12月19日以電郵及郵寄方式分別遞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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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0/12/2017 19:54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意見

您好

我並不支持選舉投票時間減少。理由如下
1. 時間減少會使我無法投票，因工作不許可我回到指定地點投票，而且工作常常超
時，早出晚歸，交通來回3小時，早上9時上班，7點30分出門口，晚上8-9時下班，回
到家都10點-11點，除非你們可以預先投票
2. 麻煩你們多用力訂立標準工時啦！做死人咩！
3. 票站人員係預先知道工作時間的！而且係計時出人工架！我地OT無錢架！
4. 叫老闆俾我放早去投票？你訓醒未呀？
5. 唔夠人咪兩三更人囉！應用則用，唔好甘懶啦

香港人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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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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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Date:
Subject: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20/12/2017 23:06
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根本無事攪事，政府應該樂見投票率上升而唔係因為場地問題而去縮短投票時間。

Rick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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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2/2017 09:31
Subject: Expressing opinion on the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Dear Sir/Madam,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opinion on the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 a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posed shortening of the polling hour. 
I understand that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s on a polling day last for 15 hours, from 7:30 to 
22:30. I am open to whether to shorten the voting time, but if the voting time is going to 
shorten, I would strongly oppose the suggestion of shortening the polling hours in the close 
of the poll and hope that the shortening could take place in the start of the poll. It is because 
the consultation clearly indicated many eligible voters would vote during nighttime, 
particularly the last hour before the closure of the polling station. In the previous LegCo 
voting day, approximately 10 percent of the voters' vote in the last hour (21:30-22:30), which 
is the hour that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rs to cast their vot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rst polling hour (7:30-8:30) only account for 2 percent of the total voters in the election, and 
it is also the hour that has the least number of eligible voter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 majority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would stay on a bed at 7:30 in the morning, but most of 
them would still not sleeping at 22:30. It is a significant reason why the voter turnout is so 
low in the morning but rather high at night. If the shortening occurs at nighttime, much more 
people would be impacted by this arrangement. 
I understand the staffs and crews in the poll stations would feel exhausted if they have to 
work continuously for 15 hours. Nevertheless, I also believe the proposed shortening of the 
polling hour would affect the registered voters to exercise their civic right and undertake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y to cast their votes. As a result, I am open to whether to shorten the voting 
time. Nevertheless, if there would be a shortening of the voting hour, then I would strongly 
object the proposal of shortening the polling hours in the close of the poll and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the shortening could occur in the start of the poll.
Regards,
Eric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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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司 !if�指控謊言：：： 立志之：：：

議員辦事處：

香港添馬添其道2號
政府總部（求真）12 字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第二組

敬啟者：

就有關選舉安排按討的話詢文件，本人現有意見如下：

1) 不贊成縮短投票時間

2）要求收緊票站調查只眼於學術用途

3）要求投票曰以電腦槍查確認選民資格，從而讓選民可於全港任何
一個票站投票。

︱味美蓮

2017 年 12 月 21 日

宙語Tel:
傳真F訊：

(已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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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2/2017 16:16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提交意見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關於《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中第4.10部份，本人欲提出以下意見︰

(a) 不應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b) 假如必需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
(c) 假如必需縮短投票時數，應該縮短不多於十五分鐘

本人不欲公開姓名或名稱，請把本人身分保密。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001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2/2017 16:32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0012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1/12/2017 17:47
Subject: Reply to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

Dear Sir/Madam,

I am writing to response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Regarding to polling hours proposal, I DO NOT agree to shorten the polling hours. We 

should encourage and provide environment to allow voters to vote on his own schedule. 

Shorten polling hours does not help. Review document include data showing around 7% to 

10% voters go to vote stations during the last polling hour. This definitely affect voter turnout 

rate. Also quite a lot of voters need to work on election day, election is on Sunday usually, 

but it is not a public holiday. Voters need to work and they may not work in the same district 

where they are supposed to vote. I am one example, I work in Taipo, but living in HK East. 

Please consider this situation during the review of polling hours.

I am going to raise some suggestions, is it possible to consider putting election day as an one 

time public holiday? As election is not happening annually, it is just once in a few years. It 

should not be much impact on economy. Further on this, even in public holiday, some voters 

still need to work,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m. One suggestion is employers should allow 
by law their employees to come in late or leave early on election Day to allow them 
an opportunity to vot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some countries are using this 
method already. Voters, after vote, will be given a sticker indicated that they are 
going to polling station, as a proof. So employers can identify and record. So that 
workers be permitted to take time off from employment without loss of pay. 

Thanks

Best regards,

Kwok Kit LAU

A001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01:08
Subject:

:

, , , , !

2017 12 22 .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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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東翼12樓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主題: 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敬啓者:

本人羅慧子， 是香港永久合法居民， 亦己登記做選民， 政府現正蒐集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意見， 本人有以下建議:-

(A) 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本人亦同意政府建議制訂針對性的豁免，但仍然希望香港政府能公平公正

的落實執行， 不要因為網民是與政府立場一致才作出豁免， 如立場不同的，
便作出追擊性的檢控 。

(B) 選舉調查的規管

我認為投票日在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以至在投票日前透過不同

形式 (例如電話、網上) 進行的選舉調查，這樣是沒有問題，而且有助選民作

出正確投票， 加上在這方面現時的法例行之有效，不需作出任何修訂; 如要作

出規管，我認為投票的選民，在投票時應帶同三個月內有效的住址証明正本，

才可投票，並且要落實執行及有效監管工作人員的操守，不要再有只帶身份

証影印本都可投票的事情發生 ， 這樣的做法才可避免選舉過程受到不公平的

干預 。

(C) 投票時間

如立法會議員表示，為時15 小時的投票時間過長，並建議縮短投票時數，包

括提前投票結束的時間，  這樣懶惰的議員， 就請他不要去參選， 及請他馬

上辭職回家休息吧!  提出的議員簡直不了解香港人， 是因工作而需要放工後

才可到投票站投票， 為了要早點得知結果， 也不是一個好的籍口去剝奪市民

的投票時間， 而且漠視市民的投票意向， 本人認為應該把投票時間向下加長

一小時， 這樣才 可令更多的市民大眾到投票站投票， 況且又不是天天都有
選舉投票的，為何有這樣離地的議員有這樣的提議 ?

如需核實本人資料， 請可與我聯絡， 電話號碼             。

此致

羅慧子

2017年12月22日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15:08
Subject: 反對縮減投票時間

從實際情況考慮，我們覺得政府不應方便行政而犧牲選民。以上屆立法會選舉為例，
投票時間最後一小時投票率最高，更何況多個票站關閉時仍有長長人龍，例如太古城
票站「截龍」後，仍有近1400人排隊等候，批評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不合時宜，
與現實需要背道而馳、反其道而行」。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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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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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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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15:54
Subject: 反對缩短立法會投票時段

敬啟者,
立法會選舉仍香港民主進程重大基礎, 政府應以方便市民行使權利優先。
不能亦不應藉口減省人力或小小公帑而缩短香港重大選舉投票時間. 這是不合理及明顯
另有政治目的舉動。
本人極之反對!
Christine Lau

A0012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17:39
Subject: 反對投票縮短時間

敬啟者，

強烈反對投票時間縮短，因有許多市民要很晩下班才能去投票

投票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所以必須認真，務必讓所有選民有足夠時間投票

感謝關注此事

Blessings 

小市民

Lan Natalie Tang

，

A0012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18:24
Subject: 反對縮減選舉投票時間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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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香港選民

A0012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18:45
Subject:

22/12/2017 .jp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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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署)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19:27
Subject: 反對更改投票時間

我是卿華, 反對政府更改投票時間，因為這會使一些要返工的市民不能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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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13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20: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強烈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A001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2/12/2017 21:10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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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香港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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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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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彎終膏A居民聯會

有關區會及立會選舉投票意見

故者：

就有關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投票諮詢，本會有以下建議：

關於詞整投票時間問題：
建議早上投票時間改為8:00。需然很多人都會早起，但多數人會先

去晨逕健身，或者超返工。所以可比現呼延遲半小時。結束時間可提前至
晚上月1:00，時間長達十三小時，已經有足夠時間讓有心人士投票，亦方
便市民監察點票進行，提高整個過程透明度及公信力。

關於4年 內地定居港人技是權問題：
建議可放寬讓香港境外永久居民有投票權，包括內地和海外，外國

亦有此等安排。就選民登記和投票選區問題，可以多法並行，例如以現
有通訊地址或親友住址、或最近－次在港住址作為登記選區等。

選民資格核章應小心進行，若發信到期不回復應再以電話跟進，甚
五派干上門核盔，不應隨便就剔除資格。

芸灣葵青居民聯會
理事長：張浩明

2017年12月23日

(已蓋章) (已簽署)  

A00133



(署名來函)

(已簽署)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0013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05:59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政府計劃縮減任何選舉的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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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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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06:00
Subject: [Possible SPAM]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政府計劃縮減任何選舉的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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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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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07:32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應該廷長投票時間30至45分鐘才是最有利投票者。

謹此
Kw

A0013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09:25
Subject: 反對政府縮減選舉投票時間

本人烈反對政府縮減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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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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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09:43
Subject: 反對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要求撒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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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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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10:12
Subject: 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散啟者，

本人強烈反對此建議，因為本人是做服務行業，亦有大量服務業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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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為標準工時立法，以保
障每一名選民皆可行使其投票權。

本人會繼續注，請勿一意故行。

香港選民 上

A001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13:44
Subject: 有關選舉的意見

本人 : 
1. 反對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諮詢文件提出縮短的理據（難找場地工作人員疲累， 節
省開支)不成立， 根據2015 ，2016區議會及立法會地區選舉，時段投票人數分析， 強
烈反對提早結束時間。不贊成任何縮短投票時數建議。

2. 反對規管在投票日於禁區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個別候選人的表現在具體評論
及預測， 不應禁止公佈或披露這些選舉調查的結果或就
，不應改變現時投票入票站調查的現有規管。

3. 贊成豁免第三者因在互聯網發表意見而構成選舉廣告，同意豁免限制只適用於電費
及上網費。
-- 
Regards! Horatio Tsoi Kam Yuen                                          My Blog:                                            
My Channel: 

A0014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16:06
Subject: 反對縮減選舉時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第二組:
與現實背道而馳， 要加長時間才合理， 因上次選舉最後的時段 ，大排長龍到選舉時
間結束，有些人都投不到票。

A0014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17:46
Subject: submission

Dear Madam/Sir,

Attached please find my submission to the consultation on the proposed possible changes

to the electoral arrangements.

Best regards,

MA Ngok .docx.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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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意見 

 

             馬   嶽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本文主要就政制事務局 近提出的「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提出意見。文件中主要就

三方面徵詢意見：(甲) 互聯網或社交媒體的選舉廣告；(乙) 選舉調查；(丙) 縮短投票時間。 

 

(甲) 互聯網或社交媒體發表選舉廣告 

隨著社交媒體愈來愈成為普通人溝通、傳遞社會訊息和獲取資訊的渠道，選民在社交媒體

發表政見、品評候選人、發放消息，以至宣稱本人支持某候選人或政黨(例如所謂改

profile picture) ，都應該是言論自由社會中，自由表達政治意見(political speech) 的行為，

政府不應加以限制。 

這些行為，與現行選舉則例有關的主要有兩項：(1) 有關行為是否招致選舉開支；(2) 有關

行為是否應被視為發布選舉廣告。 

(一) 在選舉開支方面，如果牽涉的主要是上網費和電費，則我覺得沒有可能規管：因為：

(A) 牽涉的開支完全微不足道而且無法計算，而一個人多發一兩個帖，其實是不會用

多了電費和上網費，所以嚴格來說是沒有開支；(B) 當局根本沒可能有效監管個人層

面行為，沒有可能公平執法，於是所謂規管只是削弱了市民的表達意見自由，而對選

舉公平沒幫助。 

(二) 我覺得普通人(即非候選人或助選團)就選舉發表意見，雖然主觀意願或客觀效果都可

能是希望令某些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但概念上應該和候選人發布的選舉廣告區分開

來。原因和上述的差不多，包括：(a) 這應該是公民的政治意見自由、言論自由和表

達自由的一部份，政府不應限制：(b) 根本技術上無法規管，否則一般人街談巷議或

者個人群組的 Whatsapp，只要談及選舉，也可視為選舉廣告。 

因此我認為相關規定應該放寬，在個人層面在網上或社交媒體發放的訊息，都不應被視為

選舉廣告或計入選舉開支。例外的情況包括：(A)  如果有人製作短片或者其他網上宣傳品，

而相信會有一定製作成本的；(B) 傳訊者是候選人、選舉經理、或其所屬及支持的政治團

體。這兩項原則，都難免有灰色地帶1，但以此劃界可以令絕大部份個人的傳訊行為得到

豁免而不會影響其政治表達以至談論選舉的自由。 

有關較宏觀的網絡宣傳規管問題，我有兩點意見：第一，政府相關的規定追不上時代，

「有殺錯冇放過」結果只造成擾民而往往沒有意義。第二，宏觀而言，當局多年來就選舉

                                                            
1 例如有人做了一個「圖」(infographic) 然後廣傳，也有可能在多次分享後做成很大的宣傳效果，但實際成

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規管的方向都是不斷增加規管項目，結果令候選人和助選團花費大量資源時間作行政申報

工作，疲於奔命，真正用於接觸選民的時間資源反而減少，並不利選舉的發展。 

舉例來說，現在政府要求候選人鉅細無遺地記錄及申報在面書上的發帖和回應，一刀切地

將所有內容視為選舉廣告，並不合理、政府難以監察，亦為參選者帶來大量行政成本。2

不少競選團隊都要用專人「服侍」相關的申報工作。政府有責任盡量思考如何簡化相關記

錄及申報規定，尤其是社交媒體在選舉傳訊上的重要性只會與日俱增，政府有需要盡速檢

討相關規定。 

 

(乙) 選舉調查的規管 

我認為現時針對選舉日不得發布票站調查的規定，應該已經足夠，並沒有很大更改的需要。

把禁制期多提前一兩天，外國經驗來說意義不大。嚴格而言，發布選舉調查結果不應會影

響選舉公正，冷靜期的重點應該是避免有人透過故意發布錯誤資訊，操控選民的印象

(perception)，資訊封閉有時會助長「流言」的效應和影響力，並不可取。 

近年來，香港有關票站調查或選舉日的「調查」的爭議主要有兩項。第一，一直有人認為

建制派政團透過大規模的票站調查配合選舉工程，在選舉當天「配票」， 近亦有前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承認該黨一直以票站調查配票。第二，2016 年的選舉有人推動「雷動計

劃」，呼籲民主派支持者自行報告投票意向，然後作策略性的呼籲「配票」。 

以現行的法律框架而言，「配票」並不犯法，不同候選人、政黨或名單組合按理有自由呼

籲自己的支持者以不同方法，策略性地將票分投不同名單以增加勝算。但以票站調查或選

舉調查配合，則起碼有兩個問題：(A) 相關票站調查的開支應該計入相關競選名單的選舉

開支；(B) 如果票站調查機構有向選管會申請，則受相關指引規管，如果將票站調查資料

用作協助某候選人，可能牽涉虛假陳述或者刑事責任。 

現時狀況主要是兩個問題：(A) 選管會不會、可能也沒有能力查究票站調查機構會否將資

料給予參選者，根本無力監察；(B)「非票站調查」沒有相關法則規管，法律上可能沒有

清楚定義甚麼才算一個「選舉調查」(例如，我隨意問幾十個我認識的人，然後在網上公

開他們的投票選擇，算不算選舉調查?) 3。在網絡世代，這個相當難界定，亦將會很難執

法。如果完全禁絕選舉當日民間蒐集投票資料及發布相關資訊，基本上是侵害個人自由，

亦難以執行。 

我認為：(A) 政府應明言各種調查，如果是用作配票或協助某些候選人當選，其開支應計

入選舉開支，並在選舉期間提醒有關可能會進行調查的機構有關規定。(B) 更重要的是：

                                                            
2 嚴格而言，如果選舉規例對所有參選人都帶來大量行政成本，將會帶來另類的選舉不公平，因為資源豐厚

的候選人或政黨較能承担行政成本，而將選舉工程的影響較小。 
3 個人認為，「雷動計劃」那種「自行報告」(self‐reporting) 投票選擇的行為，並不是科學化的「調查」，

但是怎樣才算是一個「調查」，是很難以法律式文字規定的。 



不少選民認為選舉當局沒有在票站調查問題上有效執法，因為很多人相信某些調查其實是

用於替某些政黨配票，而不是學術研究。政制事務局、選舉事務處和選管會都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恢復選民對選舉公正的信心。 

 

(丙) 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和不少西方民主國家 不同的地方，是香港是一個非常多人星期日仍要上班的地方

(包括因選舉而要額外上班的大量公務員和紀律部隊)，而一般僱主不會因為員工要投票而

讓他們離開工作崗位。因此雖然不少成熟西方民主國家可以以工作天作大選日，而仍然有

很高的投票率，香港要謹慎選擇投票日子和投票時間，便利選民投票。現行安排行之有效，

看不到有改變的需要。 

諮詢文件提出縮減投票時間的主要原因為：(1) 各類工作人員工作時間很長而疲累；(2) 可

以早點公布選舉結果。兩項原因均言不成理。選舉中，候選人和助選團整個選舉期中都處

於疲累狀態，投票日多一兩小時不會有很大分別。在投票站或點票站當值的公務人員如果

工時過長引致疲倦，應以安排輪班當值解決，而不是縮減投票時間。第二，公眾判斷選舉

結果是否快公布，主要衡量標準是投票結束後需要多少時間才知結果，因而關鍵應是研究

可否加快點票程序。現時分區直選點票程序大致公開透明，選民大致不需要真正等正式結

果宣布，便可大約知道誰勝誰負，等候時間不算太長，並沒有大幅改變的需要。 

正如諮詢文件指出，香港一直在不同時段的投票人數都很平均，入夜後尤其新市鎮範圍投

票率甚高，如果提早關票站，會對大量選民做成不方便，或令部份不能趕及投票而減低總

體投票率。以 2016 年選舉為例，入夜後不少票站大排長龍，有部份票站更在十時半後數

小時才完成投票，結果拖慢點票進度(例如港島區)。4如果將投票截止時間提早一小時，可

預計到時不少區的票站關閉會出現混亂，不少選民會因時間關係未能投票，而所省資源微

不足道，有關改動全不合理。原則上，以任何行政或資源理由改動選舉投票時間，因而可

能令部份選民投不到票，都是不能接受的。 

 

 

 

 

                                                            
4 從 2016 年經驗看，選舉事務處真正應檢討的是票站安排，包括會否一個票站的選民過多，人手和地方都

不夠應付，而出現 2016 年太古城的情況，因而拖慢整個點票及公布結果進度。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18:24
Subject: 反對擬縮減選舉投票時間半至一小時

敬啟者:

得知貴處正研究縮短選舉投票時間,本人正式表示反對!理由如下:

1)2016年立法會選舉 電視等媒體均有報導， 大量票站， 出現排長龍情況。 以及 2016

年 整體 投票率有上升趨勢， 此現象反應 市民對換屆選舉 的關注度提升。 提早關閉票

站， 似乎不符合民意更加於理不合!

2)基層行業上下班時間不定,12小時工作者更是為數不小!加上不小市民是跨區工作,縮

短投票時間會大大增加市民投票難度!

鼓勵市民盡其公民責任, 積極參與各級選舉投票, 政府責無旁貸! 在合理情況下, 盡全力

便利市民參與投票活動, 是政府最基本要做的事! 縮短投票時間, 實在與[民主選舉]背道

而馳! 也令市民懷疑, 決定背後是否有任何政治因素!

敬望政府懸崖勒馬, 放棄是次研究, 甚至應該研究延長投票時間!

謝

選民
Chan Hiu Lok Hilbert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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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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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18:58
Subject: 政制局諮詢選舉安排

本人：
1.反對有關建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並認為行政機關的責任是協助及鼓勵選民履行公
民責任積極投票，而亦為行政方便或其他政治目的，減低甚至剝奪選民投票的機會，
這樣是違反公民權利的。
2. 就選前調查及公布民調結果，我認為有助推動及鼓勵選民投票予自己支持的候選
人，令更多人關注選舉，故不應完全禁止。

郭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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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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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21:34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有關建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因為這樣做是違反市民的公民權利，本人認為
行政機關的責任是協助及鼓勵選民履行公民責任積極投票，縮短投票時間如只為行政
方便，是蓄意減低甚至剝奪部分選民投票的機會，本人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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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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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22:14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敬啟者，

我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市民，絕對反對政府缩短投票時間。政府這樣做，只會大大削
減市民投票機會，因部分選民在選舉當日仍需要工作，若縮短投票時間，選舉結果必
受重大影響。請保留原有選舉時間，甚至延長選舉時間至晚上十一時。謝謝！

此致

黃太
香港選民

A0014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3/12/2017 23:58
Subject: 縮短投票時間

為什麼要縮短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一向行之有效的系統，根本無需要縮短。香港人有不少人從
事服務行業，有2和3班制，要輪班或不定時工作，長時間工作，亦有人需要加班，更
有人要出差工幹。工餘時間不多，甚或難以估計或控制。有人要照顧家人，特別是長
者或病人，晚上先要安置好他們的起居飲食，才有空餘時間辦理其他事務。香港人口
越來越多，需要更多時間；應預留比較充裕的時間給工作人員辦理手續，所以更加無
必要無理由縮短投票時間。

香港人頭腦靈活，做事講求效率、水準和實際。縮短投票時間只會令選民衰失投票機
會，實在不公平和不合理。本人認為不能夠有任何理由令選民損失投票權，及令投票
系統失效和不達水準。敬請政府三思，作出有智慧和正確的決定，定必要顧及各方權
益，才能不失市民對政府的期望。

祝各位工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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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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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投票選舉問題的建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第二組： 

關於香港投票選舉問題，我們有二項建議： 

一、 關於調整投票時間問題。現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時間，

均為 07:30 至 10:30，共 15 個小時，由回歸以來一直至今。這

很不恰當，有調整餘地。本人建議：早上可延遲一小時至 08:30

開始，晚上可提前兩小時至 20：30 結束。另外，可制定限時封

閉投票箱和關閉投票站大門的規定。 

二、 關於在內地定居港人的投票權問題。目前，選民登記的住址證

明過於嚴格，在內地定居人士因難以提供合要求的證明材料，

而容易失去選民資格。本人建議：定居內地人士的地址證明問

題，有幾種辦法解決：（1）提供親戚朋友的住址證明；（2）政

府提供公用的地址；（3）提供最近一次在港的住址證明。 

上述建議，請予採納。謝謝！ 

香港居民：李友信 

聯絡電話

201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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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4/12/2017 12:27
Subject: Opinion about shortening the time for vote

Recently,i heard about that the bureau are hoping to shorten the time for voting in order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work.Regarded to this issue ,i strongly disagree as this is not a good 
option for the public who need to work late,this.Although this may be a good plan for the 
government,this will seriously disrupt the public who hope to choose to vote for at the last 
moment.So ,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stay the same and do not make anything 
changed.

A001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4/12/2017 13:28
Subject: 投票時間應維持不變

敬啟者:
各項選舉投票時間應維不變，方便選民投票。

蔡振興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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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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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4/12/2017 18:38
Subject: 諮詢選舉安排-擬縮短投票時間!

敬啟者,
就有關貴會欲縮短選民的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原因如下:
首先, 貴處長對港人長時間工作的現象竟然這樣無知, 晩上七, 八, 甚至九點放工庶幾是常態. 縮短投票時
間無疑是剥削打工仔女的投票權!
其次, 先生提議上班一族在午飯時間投票, 是非常離地. 有多少人在自己的選區上班, 能夠一放飯就跑去
投票?
         
         即使就在選區上班, 投票站也不會就在附近, 還要排隊登記, 如果大家都在這個時間投票, 一個小時
可以做到嗎? 大家也不用吃飯就回去上班嗎?
希望選舉委員會取消這個擾民的修改, 除非貴會想利用這個機會剝奪港人的投票權! 但願這只是我的誅
心論!

香港市民:  Cathy Yiu

A001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4/12/2017 18:42
Subject: 就有關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佈選舉廣告的規管提出意見

就有關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佈選舉廣告的規管提出意見

就 貴局於本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本人現就有關在互聯
網（包括社交媒體）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提出意見。

本人認為按本港目前的情況，實在不應為在互聯網散播的信息的行為加入豁免條款，
因為此舉會破壞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引入豁免條款，變相將互聯網的行為等同日常生
活人與人之間的普通溝通的行為。但事實上互聯網的行為與日常生活的面對面溝通畢
竟存在重大差異，將兩者劃上等號實在忽略了互聯網的本質。

互聯網以及社交媒體一方面給予個別用戶即時通訊的方便，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令訊息互通更快。但互聯網除了提供兩個個體之間的聯繫，同時亦是一個個體向無數
群體發表訊息的平台。因此，互聯網不能單純被視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而應被
視為傳播媒介。傳播媒介基於本身的影響力以及廣泛的覆蓋面，有相對的規則以確保
消息的準確性以及發佈的客觀性。而若發佈消息的時間正正是選舉期間，就更應該符
合公平原則。互聯網上不少社交媒體甚至網媒，都會在選舉期間對選情甚至候選人作
出評論。這些評論不少都有清晰意圖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當選，而評論所發佈的方式
跟本無疑於傳統大眾傳媒。當消息發佈者可以在沒有任何限制，在未經證實消息的情
形下，以類似傳媒的形式，廣泛地向大量的群體發表極難舉證卻構成客觀影響選民效
果的選舉廣告，必然會影響選舉的公平以及公正。此類評論不應被視作單純個人發表
意見的自由，而豁免計算選舉開支。

透過互聯網發佈選舉廣告另一問題，就是互聯網的地域界線問題。互聯網與世界接
軌，消息內容互通沒有地域的局限，即使遠在他方仍能在本地發佈消息。若果准許某
個人或群體在網上發佈選舉廣告，而此個人或群體遠在他國，本港跟本無法確認該廣
告的支出，令某些候選人能夠借此避開選舉開支的本地規管。若果要處理選舉設訴，
執法機關要進行海外調查亦難比登天。另外，香港目前並未就政黨法以及就收取外國
政治機構的捐獻立法，引入豁免令此類外國政治機構更輕易在香港境外透過選舉廣告
介入本地選舉，最終令選舉的公平性更受質疑。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目前不少機構以不同的形式包裝選舉工程，當中包括民意調查。
過往民間機構在真實環境或透過電話抽樣進行民意調查，調查屬於單向性，被調查對
象很少機會在民意調查的過程中獲得經綜合分析的調查數據。但透過互聯網進行所謂
民意調查的時候，機構同時立即進行反饋，而反饋的內容有機會動員支持者投向或放
棄某些候選人，變相令看似中立的民意調查成為某陣營的選舉機器的一部份。雖然反
饋的內容未必用上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的字眼，卻可以在達至同一效果。這些
機構以民意調查作包裝，表面上中立於其餘候選人，但實質效果無異於選舉廣告。引
入豁免讓這些看似中立的機構更熱衷地投入這些活動，勢必導致更多機構舉行此類選
舉工程。因此，若果放寬互聯網的規限，將引發更大量此類的變相選舉廣告，嚴重影
響選舉的公正性，對欠缺資源的小型政黨或獨立候選人更不利。

民主制度建基於公平、公正的原則。有效的間接民主制度的前提是必須能確保所有被
選者都能夠在同一平台上公平地運用相同的資源以及基於客觀準確的事實下爭取選民
的支持。互聯網以及相關社交媒體構成的不公平性以及傾向性，不單違背以上的原
則，更大大威脅參與投票的選民的選擇權。因此，在未有合適的規管下，選舉制度應
避免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影響，而此類意見或評論應按現有選舉廣告的規定進行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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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4/12/2017 22:06
Subject: 有關縮短投票時間意見

有關政府疑縮短投票時間,本人強烈反對此改動!
因未有顧及服務性行業人士既工作時間限制!
BaT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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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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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00:14
Subject:

基亍服務業上班時間票站未有開放工作，下班回到選區己九時好多，如改動票站時
間，本人失去投票權，所以反對更改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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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08:31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日票站開放時間建議

敬啟者：

         你好嗎??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日票站開放時間建議！！因為本人任職的工作需要在星期日上

班，在工作時間期間不能離開工作崗位。所以縮短投票日票站開放時間建議可能令本
人失去投票的權利。

祝工作順利！！

市民
王勝麟先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08:21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站開放時間

敬啟者：

         你好嗎!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站開放時間，官方的建議對星期日的上班一族不公平，本人亦
受公司的限制，上班時間期間不淮離開崗位。

市民王勝麟
2017年12月24日

(編者註：來函附由某電子郵箱傳送的預設簽名，不在此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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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12:49
Subject: Objection to change the opening hours of poll stations

Dear Sir,

I am writing to object the proposal of changing and shortening the opening 
hours of the poll stations in upcoming elections.

Reasons are simply that there are estimated over 200,000 grassroots 
employers working in long hours probably being neglected in the new 
arrangement. Without a chance to vote, also to voice out their civic 
rights, I am afraid that the anti-government sentiment will be nurtured 
without any signal until there are controversial issues like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ppened in 2014. 

More than the 200,000 workers, other voters will be less convenient to 
choose the time of voting too. What message will this arrangement be 
conveyed to a fragile and departed society?! 

After 3 years, it is not easy to get back to a relatively quiet society, 
any actions to further shrinking the civic rights will only ferment another 
battle in future. It’s absolutely stupid and irresponsible for the 
political decision of shortening and restricting the elections in future.

Please consider it seriously, for the real benefit of Hong Kong and our 
next generation!!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gards,
Doris Leung

(Editor's Note: The default email signature has not been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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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12:52
Subject: 反對縮減選舉投票時間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關於 縮短選舉投票時間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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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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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選民
Carol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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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22:16
Subject: 回應選委會公眾諮詢

關於選委會是次公眾諮詢事項，本人意見如下 : 
 
1. 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包括有關選民投票意向及投票
選擇)應否受到規管？
 
我建議只可以批準大學作票站調查，由於它們目標明確，票站調查結果只會用
作學術研究。但其它任何機構，一律要禁止，以防止票站調查數據被濫用?
 
2. 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應否受任何程度的規管?
 
我認為投票日前的民調要多加鼓勵及繼續。選民應該有權獲得更多選舉資訊及
民意走向，全世界民主地區在這方面，都會公開透明，告訴選民在選前的民意
走向。選民亦需要清楚知道，調查機構的詳細背景，讓他們可以獨立思考而作
出最後選擇。
 
3. 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投票時數絕對不應該縮短。參考政府提供的資料，在過去的投票日，最後2小
時 (2030 -2230)，共有14％選民在這時段投票，佔一個非常重要百分比。
政府絕不應該用任何行政理由，剝奪市民投票機會，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市
民大眾均會諒解，選舉日可能會帶來大家不便，但由於選舉是重大的社會責
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被削弱，所以絕對不能縮短投票時數。
 
意見提交人 : Ernest C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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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5/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有關建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

本人非常反對有關建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並認為行政機關的責任是協助及鼓勵選民
履行公民責任積極投票，如只為行政方便或其他政治目的，蓄意減低甚至剝奪部分選
民投票的機會，這樣是違反公民權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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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6/12/2017 05:04
Subject: opposing any change to the present voting time

Dear sir,
I am a voter in Hong Kong. The voting time and arrangements have been used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any problems. 
I oppose any change such as  shortening of the voting time. 
It is infeasible and inconvenient for those who work on the voting day to go back to their own 
constituency to vote, unless they apply for a leave from wor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LAW Wing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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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署名來函)

(署名來函)

(已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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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 2840 197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部（第二組）

我們贊成減少投東時間

、守法會選舉、高議會退學技槳時閻長的陶題出來以久，二零零

零年7法會選舉結束後，有意見認為技祟時間（出上午七日寺二．＋分苓

晚上＋時三＋分）實在過長。據γ解在政制學務委員會過往的會議

上，有些議員討論到fl.法會和︱£議會選舉的安排時也轉達了相同意

見，並表示贊成縮短投票時間

因此，說們贊成減少投票時間。考慮到每次選舉都是在星期日

進行，大部分選民都不盯上班，我們建議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

的投無時間縮矩＝三小時，把投黨的時間推遲到土午九點三十分開

始，精束時間提前到現上九時三十分提前結束。換宮之，投票時間

將為十一．小時，山七午九日寺三＋分至晚上九時竺十分。

這樣，對於廣大選民、助選人員、黨的工作人員、候選人和傳

媒都是一種解肢，不阿通霄達曰．挨的方15）婪辛苦。

(署名來函)

2017/12/26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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