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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9e60fc5337fe6abb7a19ae9bc6ed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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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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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683



 

ab69732d692be7d0a70a8bc4f1f523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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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是政府聽取民意的其中一個管道，政府應給予市民更多時間表達意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684



 

b51a4e15664c2ecaa3d6327f2bf5d8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0: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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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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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係公民責任，選舉委員會有責任確保香港市民有合理時間投票

A11685



 

f6149c9b020d07d9fbf89ae7825ab0f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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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686



 

87f13303cb3243f8d665fd00fd3ee5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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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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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只有一天，縮短時間令很多市民不能投票

A11687



 

 

7346f25f6066c499848c495fcb2324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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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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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make sense, hong kong people need too long time for work, it unfair for 
workers. 

A11688



 

5286856fd467b415e1bf2ab51c3cdaa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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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689



 

e34620cb32ac9214956d24b85e165ef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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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沒有考慮周詳

A11690



 

2a54524d2a9a41ec79fa166fecde70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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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荒謬 !!!!!!!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691



 

45435ec8b21f7d7d0a782a405bf1dc0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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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聘更多工作人員，如分早夜更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692



 

c11d9ed6582d4809bc8ac4f66fcb03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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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投票率

A11693



 

435ae9bd348231d7ab941b5c6d9ee44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M P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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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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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694



 

b2b006658da994b257ca14c3869d845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uk f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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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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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實行

A11695



 

324082dbc5b51a3dff3df6b93675bbc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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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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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方便投票

A11696



 

344ef5d501ddf2c1018966d65ed9a4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金耀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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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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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會削市民投票機會

A11697



 

8e956b1f130574b4efa1710b385fbf1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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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縮短投票日的投票時間 2. 收緊公眾分享選舉資訊的限制 3. 限制民間進行
選舉民調

A11698



 

6b73bdd6aa5db0e27007084eadc72a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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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

A11699



 

106fe9b09a432aa20633d460da9e1a5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wok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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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星期日早上都有不少人要離開本區工作，如縮短投票時間，那些要工作的
人未能盡公民投票的責任，也是抺殺他們的投票權。

A11700



 

6c1e99c4b245cb297268ad39769c4a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M Kin Si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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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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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剝削公民的投票權利

A11701



 

4edd2502f223db01212467c2f630ad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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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等同減少選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02



 

127ce6e5d78a7f3b503150ddaf4b3b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關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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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安排，看不到實際理據。幾年才一次的全民活動，豈可用一些淺薄理
由抺殺市民權利。這種說法，不如星期一朝有晚五投票？修改是無理安排。

A11703



 

5064d1cfabf5d276a541aec45d2dc4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Chun Pu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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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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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絶對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此舉有違鼓勵市民盡公民責任的原則，並且過去
情形反映最尾段時間是最多人投票。

A11704



 

02124060a600b24b1228ec68211dfe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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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05



 

72cf3ff1bf7b477bc62865b5d632c4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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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ligible voters can ca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06



 

573285fe496e3be4002f7036bbf7ec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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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現在的投票時間顧及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作息時間，理應維持原狀

A11707



 

5cb46841903074832de3be824a068d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y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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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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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Unacceptable and nonsense!! It's merely political prejudice!! 

A11708



 

0569d1a1ea0d7ccf9231f346f8b21d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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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打工仔工作時間長，縮短投票時間變相是剝削工人的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09



 

19bf38b4cc3d1f99b3f83b0ffd99bb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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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能縮短，反而要加長時間

A11710



 

 

2c8acacb4996a4c16f53841fdb4a87a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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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放工就關門，想理行公民責任都唔得。

A11711



 

63aa736c9cfadf61e6cee746dd93b8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iu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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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12



 

1fe45af3539d43a82cc0e08b215d4f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程月蓮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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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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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713



 

b032612f51bdf5dcefe6b4f0c572811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 man ki 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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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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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係市民權利，工作人員係服務市民，意義上不可本末倒置

A11714



 

f2b0eae69785d460b1aeae2d330355b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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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維持現狀，最好延遲到11點

A11715



 

d7cc282a422cf8a75c603535d52397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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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extend the time instea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16



 

 

From: 
To: rea consultation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5 
Subject: Oppose government proposal to shorten polling hours 

Dear Sir/Madam, 

I oppose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shorten polling hours, because my wife and I 
always vote when the polling station opens when there are no queues to give us time 
to drive to Fanling for a round of golf. 

Regards 

John Strickland 

A11717



 

f6e8157644c8ec9f2aaebd0e863976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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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也能縮短

A11718



 

bc71493a7269dece41f776a18dac2c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劉德培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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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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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應加開票站疏導人群，加上有人輪班工作

A11719



 

08dc5186dd10857a813bedaca381bc9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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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20



 

4d1ee6ff051d224662674a6f024321c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董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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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1721



 

aa8fc6fd44a4684b708f8a2e90dd29f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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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白痴之舉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22



 

985d247ec8cf7ceaef8748a0010dc2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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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23



 

ab59ef7422c78c0d79e28d28e39365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ny k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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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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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n't make sense, and no point to change at all 

A11724



 

 

486d879ea1e87d8dad994b4b5710b5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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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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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本末倒置

A11725



 

858e1317178b8c33310b294013e1b9d1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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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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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選民應有的權利

A11726



 

3c766db21590e9fcab36e81d3eae2d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徐守淇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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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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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727



 

c665952fc2a53764be39195df4177b5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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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想內定戰局，但用短投票時間掩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28



 

557ff8b0de47dfc109278afabd1f5f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UNG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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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工時長，很多工作不能長時間離開崗位，而且香港只能在居住地點
附近的票站投票！叫人怎去投

A11729



 

 

de6e2579d91b54277f698e849b533e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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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Unacceptable 

A11730



 

439bdf3409f691f8fb7c444efe3c7a5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艾美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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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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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應該加長

A11731



 

8429d313f2c0cf76734f7003843a608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wing he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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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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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732



 

5b4cd73e91f668000c128e406755eb2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K L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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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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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問

(編者註：來信人於2017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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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33



 

b861b36dca9d20b0d325f54648eadf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靜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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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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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734



 

aa3dc922abd6f8336a21d0d0a038966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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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735



 

a7bf28cd4294b6d70a2cdc0a98aa4a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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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修改完全削減選民投票權利，是香港民主選舉制度大倒退。

A11736



 

f69f7dd2116e496f9ccfba7d269d717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寶琳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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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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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會影響市民投票權

A11737



 

aa5be3f515b859cd9e1388f2dd507e9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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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1738



 

c4b27f756a6ae568019c463b70e051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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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39



 

68d85bd312ecfd29276f8463a49923a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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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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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40



 

a4cab14d44b5d3658a28bcb59863c6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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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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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剝奪市民投票權利

A11741



 

a6124d006a5f78e359142cf8845034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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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ection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42



 

44d313f07ffc16103ba72df6530cfe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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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反感

A11743



 

97b48ea9f20c616e52f5788ca3ebf5a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yee o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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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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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增加投票時間

A11744



 

fc0e0cc4a49c0080f01339c48a0bdd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athy Ip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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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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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便市民

A11745



 

66ace84424e087881b693ffd402fbe5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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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延長投票時間

A117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2 
Subject: 反對縮短立法會補選投票時間縮短

敬啟者：

本人強烈反對政府打算將補選當天的投票時間縮短。

原因：政府應當為了鼓勵市民投票盡公民責任而安排投票時間及票站數量，就最近的
選舉可見，入夜後仍有大量市民願意去投票，以致不少票站大排長龍，所以政府應該
考慮的不是縮短投票時間，反而是延長投票時間。

加上香港很多合資格選民都需要輪班工作至晚上，縮短了投票時間其實就是剝奪了他
們的投票權利。所以基於以上原因，本人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市民
周厚平

A11747



 

0d2b2ff696d37bf517459e1e8d5dded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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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是我們的權利，不可以亂改動。更不可以偷偷地做只對政府認為有利的
事。投票是要公平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48



 

a5cdc1fda77596debad79b9aa753f78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俊釗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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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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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

A11749



 

0c7dfed6be57a28fdb244f7338a2a2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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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需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50



 

d3f77974edbb2b746bc406f2fbd0e33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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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51



 

4e4707f471f250ec252cdf89b19ce0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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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52



 

57aaedf119c56616cf5472e84f0e59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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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753



 

28a36542559f0cd335358d3f65f12ca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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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的制度，不應貪方便隨意改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54



 

60192fab260dc6e7bc2bfec1435e22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arm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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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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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為方便一小撮人意向改變

A11755



 

4327ad4d0ba02e250e6b3f041217da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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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56



 

38169fb2d0acb97c61c3d1df95ad3bf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achel L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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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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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是巿民的權利，政府應遷就巿民的作息如輪班或跨區需要作安排。

A11757



 

ad5b9f5ef075c4e7047905762656e4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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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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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使部分人失去投票機會

A11758



 

0599321bb7ef38c8d160069754f593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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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59



 

a949c8ea9d8a4e21fabd394df50513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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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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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60



 

9fb0e8b525b29e07d18b675552dcd1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賀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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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

A11761



 

645045d125f860b2e6b2a7448dff556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蔡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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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府應一切可能協助市民參與選舉，實踐政治平等參與、促進公民社
會發展，使公眾對政治參與權利有更深入的認知及實踐。投票權是最基礎而關鍵的參
與過程，透過選舉代議士，讓民眾關注的議題及需要以制度下途徑得到反映及處理。
因此選舉投票的時間亦代表多大程度的選民能夠參與此關鍵的授權過程，他們的需要
如何被公眾梳理及接納，必不能縮短而削弱平等參與的機會。

A11762



 

6f2f460d15accc8c3dcfc26d0b2d38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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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A1176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6 
Subject: 反對縮減投票時間

政府建議縮減投票時間半至一小時，目的減少工作人員的辛勞，實在荒謬。可以用其
他方法，例如輪班，增加人手解決工時長的問題，再者，減少半至一小時對工作人員
其實不顯著。投票率已不高，再減時間是違反人的需要，違反常識。

A11764



 

e8910df392f75179925a64a7b8d1e0b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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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我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你估個個唔洗返工有時間去投票，而返工地點又唔
係屋企附近，你縮短投票時間，係咪投票日應設為所有市民都放假一天先??你有咩措
施幫到我要返工而又要好遠先去到投票站既先??? 

A11765



 

89a13134cd1d40bec7e5adaf9410155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e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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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time should be given to encourage wide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11766



 

 

081c5d9a9eed06cc5886839506b0330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dward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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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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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Inappropriate 

A11767



 

7c528a6e0f29e6f1b06e9e44474c97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智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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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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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維持不變

A11768



 

a356ce31c07ba56c585662ab0aaa28c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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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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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69



 

1ac7df8c5e2e8d678e89ba3b6e9dce3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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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可能

A11770



 

9260085ab03c8de39c1f6ba8c3942c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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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考慮到選民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與票站的距離、可能出現的交通狀況，
現時的投票時間是適合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71



 

  

264bd5b9d50e5914aa85de25a1ec81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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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直接減低投票率。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72



 

e518c7ca85807830f68660b882ef6c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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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I object to this arrangement 

A11773



 

7c85a17d19c7f2af02889606db28c16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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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774



 

66161dc6135840235053d1147dff19b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Oag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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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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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都縮短，不如解散左個立法會，炒晒佢地慳番錢啦

A11775



 

b34cb8b93d5ad6adb3a201e6b0f651d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愛邦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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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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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推行任何政策，必須真心誠意以市民的利益為本，請政府維持現行的
投票時間，讓所有市民都能履行公民的投票責任。

A11776



 

 

0d9952069ab45cf0534f4f6fe0ead5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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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其他意見：不能對市民意見，視而不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77



 

025fa2a1f98a5aead1912ace72360ab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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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應該盡量給市民多方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78



 

 

63c3a716c69f8dc41bcd2983dd4476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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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79



 

926198c98ceab9804448e24eaa6be26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杜擴業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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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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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縮短！

A11780



 

a19894e8d2ca2429e18ef6291fc8aeb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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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81



 

4fdb8efeb9db2b717d75f1612439865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u king wa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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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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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該缩短選民投票時間！

A11782



 

b0d266d0d6828207eebde59cb1008d37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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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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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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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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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一舉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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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2b555ec27ad7904d3881668482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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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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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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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Cc: 
Date: 29/12/2017 11:20 
Subject: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Law Society Submission] 

Dear Sir, 

Attached please find a covering letter and a copy of the Law Society’s submission on the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for your attention. 

Hard copies of the above are being sent to you by post. 

Thank you. 

Kind Regards, 

Kenneth Fok 
Director of Practitioners Affairs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el : 
Fax : 

LLeetttteerr ttoo CCoonnssttiittuuttiioonnaall aanndd MMaaiinnllaanndd AAffairsffairs BBuurreeaauu__2299112222001177..ppddff 

SSuubbmmiissssiioonn oonn RReevviieeww ooff EElleeccttoorraall AArrrraannggeemmeennttss..ppdd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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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 



THE 

LAWSQc;mrx 
香 聲 律 島市 會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THE LAW SOCIETY’ S SUBMISSIONS 

1. The Law Society has considered a consultation paper releas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 “the Bureau”） in November
2017, on a review of Elector叫Arrangements ( the “Consultation Paper’，）． 

GENERAL OBSERVATIONS 

2. The issues raised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relate to three areas, i.e.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election surveys and polling hours. 

3. The above issues, in particular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ones, involve 
controversial matters. We anticipate detailed and focused researches. 

4. The Consultation Paper however is brief in this regard﹔ we f扭d only a short 
summary of researches by the Bureau (see Annexure I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at summary per se is not too helpful. We do not on the other hand 
agree that it is inappropriate to draw reference to overseas practices on the 
premise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pective legislation 
framework and regulatory direction" in these countries (see e.g. § 2.09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了o the contrary, we find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related 
arrangements in New Zealand, Canada and the UK to be of referential value. 

5. Notwith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s, disappointed妙，we note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is less than two months. This short period does not avail 
us of the sufficient time to study all the issues. We have sought a time 
extension, but our request was turned down. As such, we could set out only 
our brief observations below, and reserve our rights to make further 



submissions in due course. 

6. Our observations are not laid out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as 
envisaged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We consider there are important and 
succinct principles which underscore the issues under consultation. These 
should be examined and be set out in a more detailed manner.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7. Mobilizing opinions on internet, by way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缸，could 
have major influence on election 1. While not directly comparable, analogies 
could be drawn to the importance the overseas governments attach to online 
campaigning ( or digital electioneering）泊their respective elections. E.g. in 
the UK ( over Brexit) and in the US ( over the late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
political advertising, including negative advertising,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campaigns2 . 

8. Election advertis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cal elections, is seen to

(a)persuade voters, either in a positive or in a neg剖ive ( discrediting) manner
that a par句，s candidate is preferable to the alternatives﹔ 

(b)mobilize like-minded supporters to come out to poll and to cast a ballot for 
a party's candidate, by active encouragement’urgent plea for votes (upor 1 

the possibility of losing一 colloquially speaking, 
of votes （自己票） 

9. In whatever forms these “advertising” is meant to achieve, when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the regulation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on 

“internet, we consider those arrangements and practices relating to third party 
advertising" in Canada (viz. the Canada Elections Act), New Zealand (viz. the 

E.g. see the articles in The Economist (issue 4 l、心vember 2017）一“Do social media threaten democracy？ ” and
“How the world was trolled？ ” 

The importance on online third-party advertising could be illustr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 s Honest Ads 
Act (https://www .congress.gov/bill/l l 5th-congress/senate-bill/l 989/text) proposed on 19 October 2017 to 

regulate campaign advertisements online by online companies such as Facebook and Google. The Act is 
sponsored in response to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Russia purchasing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during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2 

https://www


Electoral Act 1993) and the UK (viz. the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Act 2000)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The more relevant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clude the following. 

( a) The arrangement should not prohibit transmission of personal political 
views on a no1卜commercial basis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the social 
media) by an individual, which is a 'third party'. 

(third party meaning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at are neither the relevant 
candidates whose elections are promoted or prejudiced, their political
parties nor their election expense agents）﹔ 

(b) Afortiori, and for the sake of clarification, 

(i) messages sent or posted for free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ii) messages sent by email or through other messagmg services

(including texts sent through a cellular or mobile network）﹔and 

(iii) content posted on the third party ’ s websit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election advertising﹔ 

(c) if a website, including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Weibo or 
other social media, is used by a candidate, or his political party for 
election campaign, such expression for political views should be treated 
as usual campaign activities and should come under the regulation on, 
inter alia, election expenses ﹔ 

( d) where an election advertisement posted on Facebook, Twitter, or other 
social media site is ‘ liked ’ ， ‘ shared ’ ， ‘retweeted ’ or 'reposted ’ by another 
person, the individual content appearing elsewhere online will not come 
under regulation, unless the individual who has expressed the views has 
made or received payment in respect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ose views. 

10. The above principles, in particular 9( d),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 
Government is to consider whether a third party can be exempted from 
crimin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incurring election expenses as a result of 
expression of views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social media) that constitutes an 
election advertisement. 

3 



11. By way of passing remarks, we note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s silent on the use 
of or the advertising by instant message applications, such as Whatsapp and 
Wechat. Messaging through these applications, and their chat groups, could be 
potently powerful. These messaging services are however different from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hich are open and are public. Should the political views 
communicated thereof﹔on or for an election campaign, be considered as 
election advertising? And if so, how are they regulated in terms of election 
expenses or otherwise? These issues are not covered in this consultation﹔ they 
should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nd reviewed before and in the course of next 
election. 

12. In the above paragraphs, we have allud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views” 

. Insofar as the regulation on internet is concerned, the above is meant 
the following, i.e. those advertisements in any medium that may reasonably be 
regarded as encouraging or persuading voters to do either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 

(a) to vote, or not to vote, for a candidate ( or a list of candidates) described or 
indicated by reference to views or positions that are, or are not, held or 
taken ( whether or not the name of the candidate is stated）﹔ 

(b) to vote, or not to vote, for a party described or indicated by reference to 
views or positions that are, or are not, held or taken (whether or not the 
name of the party is stated). 

13. As for the question on the types of election expenses eligible for exemption (if 
any)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we have revisited the meaning of “election 
expenses ” laid out in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Cap
554 （ “ECIC。”），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where relevant 
applicable) and several judgments. In Mok Chαrles Peter v Tam Wai Ho & 
Anor ﹝2012﹞ HKCU 1080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as asked to consider a 
series of questions relating to election expenses.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are 
election expenses”，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stated the following (with 
emphasis supplied): 

[41] In our legislation, ECICO does not specifically refer to expenses ’，in 
the conduct or management of an election” as such but in my view, 
election expenses refer preciselv to those activities or matters in the 
conduct or manaaement of an election bv those seekinq to be elected (the
candidates): in other words. those activities or ma設ers which qo to the 
machinerv of an election.τhis is providing of course these activiti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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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are for the purpose of either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a candidate 
or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The expenses incurred in 
relation to such activities or matters would then be (to adopt the wording 
of the s 2(1) defini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those incurred by a 
"candidate ... at an election" and (t。 use the wor，位s in s 24(1）。f ECICO) 
expenses "' 
the candidate’’ . These are the ve叩activities 。r matters in relation to a 
speci有C election that take place 。r 。ccur during the election period 。r 
during the period of a person ’ s candidacy. Thus, the said references in 
our legislation to specific elections, the election period and the status of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s provide guidance, not just on the temporal 
aspect of expenses (see para 39 [in the judgment)), but also on their 
functional aspect. 

﹝42﹞ The expenses that go to the conduct or management of an 
election will include those incurred in relation to activities or matters such 
as the hiring of election staff, the renting of office space for election 
purposes, advertisements or promotions of a candidate to make him 
electable. A useful list of election activities and matters is contained in 
Appendix M of the Guidelines on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2004) provided by the ﹝Election Affairs 
Commission]. 

[61] In most situations involving the ascertainment of election 
expenses by a candidate at an election,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of
whether the expenses concerned constitute ’，election expenses" and制的 
other inquir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y provide a useful summary of 
the legal position as well. Expenses are likely to qualify as ”election 
expenses" if they meet the following five criteria﹔ there are two further
inquires as well：也 

(1) They have been incurred by or on behalf of a candidate (as such 
a person is defined under s 2(1) of ECICO). 

(2) Having identified the activities or matters to which the relevant
expenses rela悟， such activities or matters are referable to a 
specific election. 

(3) Such activities or matters go to the conduct or management of the
election﹔in pa吋icular to the machinery of the election. 

(4）γhe expenses were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relevant candidate or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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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activities or matters financed by the expenses have taken 
place or occurred either during the election period (as defined in s 
2(1) of ECICO) or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relevant person was 
a candidate.

(6）τhe date when the relevant expenses were incurred should be 
ascertained (although, have seen, this is not a critical 
question since election exp

as 
ens
we 

es may be incurred before, during 
or after an election period). 

(7)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activities or matters,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ther an appo付ionment exercise appropriate 
between election expenses and non election expenses is
necessary.’， 

The above analysi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Government whilst 
considering the issues. 

14. Thus, if election expenses (for the purpose of any exemptions of criminal 
liability) are to be regulated, such expense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only the 
paltry charges of electricity or Internet access charges. In our views, the 
expenses should also 1nclude other co恥By drawing references to the 
arrangement in Canada., , we suggest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including 
“production costs” and “distribution costs" when they are considering the 
exemption as proposed.“Production costs ” includes the cost incurred for
hiring an external thir吐party to create election advertising, or for a third party 
using its own paid staff and resources to produce election advertising. If a 
website has been created for the purpose, then the costs should include the 
design, set u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ebsite. “Distribution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cost of communicating the election advertising to recipients, 
for example, the cost of postage or the cost of advertising space in the media. 

15. In putting for吐1 the above, we invite the Government ( 1) to re-read the
Guidelines on Election-r叫ated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2004), as referred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the case of Mok 
Charles Peter (ibid) (2) to expand and also (3) to revisit the relevant 

3 See the Canada Election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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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4. The Government may als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mandating the 
registration of those third parties whose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come under 
the regulation﹔ this issu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due course. 

ELECTION SURVEYS 

16.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dentifies the following issues 
(§3.05, Consultation Paper) in relation to election surveys: 

(a) There is no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conducted outside of the “No 
Canvassing Zones" （“封CZ’，） on the polling day, and on election surveys 
conducted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 e.g. by phone, on the Internet)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b) If the election survey concerned involves publication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and election expenses, and the publisher is neither a 
candidate nor an election expense agent of the candidate, the publisher 
may then be engaging in an illegal conduct under the law. 

( c) If a candidate instructs that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 publish the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concerned and does not include such expenses in his/her 
election expenses, the candidate would also violate the regulation under 
the law. 

17. For issues 16(b) and ( c) above, we repeat our above observations on third
party election advertising on internet mu的tis mutandis. 

18. For issue 16(a), i.e. the regulating of the election surveys or opinion polls, we 
note in Hong Kong, the media and organizations conducting exit polls are 
expected not to announce or disclose the results of the exit polls or make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any 
candidate/list of candidate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is no formal regulation on the use of these results or the making of 
predictions/pleas (whether or not based on such results) by candidates, their 

including e.g. a review of a comparative study prepared by the LegCo Secretariat on 30 Oct 2015 (Cheung Chi 

Fai and Ambrose Leung’‘ Information Note: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election in selected 
places' （別0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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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rs, or voters, on polling day. 

19. In the UK, the publicαtion of exit polls is prohibited. See the UK section 66A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83:

（α＇） No person shα泣， in the cαse of αn election to which this section αpplies, 

publish before the poll is closed一 

i. αny st，αtement rel，αting to the wαy in which voters hα！Ve voted αt the 
election where thαt stαtement is (or m增加 reαsonαbly be tαken to 
be) bαsed on informαtion given by voters αrfter they hα！Ve voted, or 

ii. αny forecαst as to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which is (or might 
reαsonαbly be tαken to be) bαsed on informαtion so given. 

b. If α person αcts in contrαvention of subsection (1） αbove, he shαll be 

liαble on summαry conviction to α fine not eχceeding GBP 5,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α term not eχceeding siχ months. 

20. In New Zealand, the conducting of polls is not allowed - a person who at an 
election at any time on polling day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poll, conducts a 
public opinion poll in relation to the election commits an offence (section 
197(1)(e), Electoral Act 1993). 

21. Hong Kong is a comparatively small area where population is dense, and 
communication is efficient. Public or open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r 
messages is very easy and fast. Such dissemination purported to be derived

仕om “observations ” 叫 “survey results ”， which seeks to “ predict” the voting

result, could be a blatant a社empt to influence voters to vote or not to vote for 
particular candidate( s). This is undesirable, since:

＠ 
“the intense lobbying coupled with the making of pleas” （usually taking 

place on the streets to maximize effects) can be annoying to the electorate. 
It distracts attention and causes disturbances to the election process﹔ 

＠ very often, shouting matches arising from the exit polls prediction send 

confusing messages to the elector吼叫 

＠ the above unwarrantedly affects the inclination of voters.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oral process as a whole could be compromised as a 

8 



result. 

22. We have no objection for the conducting of exit polls, as exit polls in theory 
might be useful to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however should 
not be disclosed in any way to any par吵，including candidates and their 
election teams,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election results. 

23. We therefore consider that 

(a) election surveys (including those on electors' voting preference and 
choice) conducted outside the No Canvassing Zones by (i) universities 
and ( ii) recognized mass media，。rior to and on the oollinεdav could be 
allowed, BUT 

(b)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r disclosure of such survey results or the 
making of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andidates on the polling day before the formal announcement 
of the election results should be prohibited. 

( c) by reference to the overseas practices mentioned in the above paragraph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regulating the conducting of the exit 
polls by, e.g. requiring the pollsters to register with the Government those 
information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olls, and make all 
thes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t the sαme time when the survey 
results are made public (i.e. after the polling day). The above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analysis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5 : 

( 1)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at conducts the 
survey﹔ 

(2)the date on which or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survey is conducted﹔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method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from which the 

survey results are derived, including 

1. the sampling method, 

11. the population from which the sample is drawn, 

Similar to the situation in Canada, these information shall be disclosed by the pollsters (to the Elections 

Canada (under Section 326(1）。fthe Canada Election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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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the size of the initial sample, 

1v.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are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and the numbers and respective percentages of them 
wh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refu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and are in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v. the dates and time of day of the interviews, 

v1. the method used to recalculate data to take into account in the 
survey the results of participants who express no opinion, are 
undecided or fail to respond to any or all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and 

v11. any weighting factors or normalization procedures used in 
deriving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nd 

( 4) the wording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and, any margins of error m 
respect of the data obtained. 

( d) The proposal of having a ‘ cooling off' period prior to the election should 
continued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Government. 

POLLING HOURS 

24. In the latest Legco Election on 4 September 2016, approximately 2.2 million 
people (with a turnout rate of 58.28%) voted in the fiv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clogεing many of the polling stations in Hong Kong. 
Reportedly, there have been fiascos when long queues were observed in 
various polling stations, with the longest one being seen outside the Eastern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Clubhouse polling station at Taikoo Shing. At O 1 :30 
on the next day, an estimated 1,000 people were still at that station in line to 
vote. The station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open till 02 :3 0 且 four hours after the 
polls were scheduled to close. 

25. Similar late-night congestion was reported at polling stations in Lam Tin and 
Heng Fa Chuen. Some voters, according to a news report, went to the polling 
station late as they thought there would be fewer people, while some claimed 

AU
 



 
 

that they just rushed back from business trip to vote.6 

2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bove,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AC) 
prepared a Report for the LegCo. The Report7 considered the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and acquiring suitable and sufficient venues for use as polling 
stations. 

27. The EAC also noted the increasing voter turnout for Legco e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that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rise in the number of ballot papers to be 
counted, and as a result, the lengthening of the vote counting time. 

28. In its Report, the EAC ma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8 : 

( a) if the polling day is still to be fixed on a Sunday, given that most of the 
polling stations are set up at school premises, the relevant authority may 
consider whether it is desirable to designate the day following the Legco 
election polling day (i.e. Monday) a school holiday ﹔ 

(b) the polling day may be scheduled on a Saturday in order to allow the 
count to be extended to Sunday at the same venue ( although the setting 
up of the polling stations will have to be advanced to a Friday
accordingly）﹔and 

( c) one or more regional counting stations may be set up for each 
Geographic Constituency. 

29. The Consultation Paper draws no reference to the above. This is perplexing. 
In our views, the above Report by the EAC is useful and relevant. We invite 
the Government to carefully go through each of the recommendations’的the 
issue of polling hour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30. In view of the long working hours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habit of 
pollin皂，subject to further review as we have suggested in the above, we are of 
the preliminary view that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s should not be shortened ﹔ to 
the contrary,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slightly extending the polling 

SCMP. “Hong Kong Legco elections live: polls finally close in hotly contested races ” （4 Sept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014517/hong-kong-legco-elections-watch-
voter-turnout-compared-2012/

Full text available at htto://www.eac.2.ov. 泌的df/lerrco/20 I 6LCE Reoort/en/2016lce detailreoort.odl
、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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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8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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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e1dbb9a43cc44a48ffb839b4c90b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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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縮短而不是延長？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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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ef4721cf1bdefdbe9a12c4a1a27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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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就是last minute voter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88



 

8d5c625776ecbf16d4326c6f7c46f95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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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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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89



 

     

716e4fc2ef961a38cdb52a01e017b2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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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返工，若縮短時間選民誇境工作未能及時投票，政府是否想剝奪市
民投票權 ?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90



 

91911eb762316f94ab454c175f4587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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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投票時間都不足應付下班後到票站投票的人潮，根本無理由要縮短
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91



 

1800ffb5acf2eab3cfc6c5a185c1a0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方約翰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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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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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極之反對

A11792



 

09b459364225b9d710f01c442e3e70d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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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93



 

951913321e7dae6586d40525291bbe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梁錫嵐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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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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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94



 

9d594cde82784e1e38ecd75430b50a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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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幾年先投一次，唔可以馬虎隨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795



 

0355cbbd9ccef476df4171605bd3959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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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投票時間，宿短因囿很多市民，因工作未能投票。

A11796



 

921a4cf8d40028ee68b8ee90caad7f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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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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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797



 

4b65874c39fcbb00c7e9825acf4b1e6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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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方便市民以吸引更多市民投票

A11798



 

e999d3448d0053b5e506bd7b5e9b9c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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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A11799



 

b1df7a175f48884ac3b24a94e0882ed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w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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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減低投票率，對建制及政府有利。

A11800



 

00bc42b93d3a94ca07a615fc967faf4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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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01



 

7241090608ec042f5f791d1cb10fcab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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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同意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02



 

d2c6d30c09d998879636c99892176e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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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沒有縮減時間的必要，如要早點交場或其他安排要順暢一點，應考慮加派
人手，而不是剝奪市民的投票時間。實際情況是有些票站到投票時候的尾段仍然大排
長龍，當局應該想想如何安排他們有效地更快地投票，而不是縮減時間令他們投不
到。

A11803



 

8c9f60f1c4fb0275eb59ccda8b08d1b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俊廷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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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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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04



 

946d789c4b1600385d476267fc73e46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oon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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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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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增加票站數目，延長投票時間。

A11805



 

0e3bfc936fd2e04b48b82ae8819060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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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06



 

70462e7b0f5ec3cddc5dfe9679cd4a5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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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清白和公平，不必改動時間。投票時間縮短不合情理，所以要求投票
時間不可以縮短！

A11807



 

6310bc03b41db37f3a38cda69c5953d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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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反對, 生活壓力大, 經常加班, 縮短投票時間變相剝奪投票權利

A11808



 

75d6f032687a3d747571047b367a87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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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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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09



 

5540f8699f43982b15533b8f119cf1b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吳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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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制度已未見多了市民出來投票，縮短投票更不覺對擴大投票人數有
幫，反正少了人投票，是倒退政策

A11810



 

24d58f45dd109cfc6cb1f199e28f86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bc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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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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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811



 

 

76cf1f98deabab5d907d56dbe21043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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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必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12



 

13edf34cdc01119a08ee8cbdc0134c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ng San Wa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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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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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是不合理的決定，為市民帶來嚴重不便，影響民主的選舉制
度。

A11813



  

58cb7443d5df8841887e51498fa17c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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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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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14



 

ddfd357a678bf2be594f63314aae78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麥年益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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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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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多餘

A11815



 

5fb8b26df7565e4de6d5880edb5e49a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MLe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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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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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对

A11816



 

a6ecc8beb0152cd0eaa604cd4f5832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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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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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17



 

db0b0bdd97bb3d4266799b141b5c9c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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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理由縮短，應儘量提供足夠時間鼓勵市民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18



 

8ff7c912e631e4128fc6a6c50828ed8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ui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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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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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延長時間而非縮短。

A11819



 

e2e6b8bbe518fb74f8cb39b1392156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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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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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冇需要縮短時間

A11820



 

765b859980016a169c609ac93803a2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鳳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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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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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

A11821



 

fad1393946523c041dc6ab2e762fc5d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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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公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22



 

1668053c5d573d35c603779c9b3dfa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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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要縮短時間

A11823



 

9a23d9e1f23f319a50f867cd984638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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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絕大部份市民都要輪班或於假日工作

A11824



 

e10a82f10f386fe5269f014937e598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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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維持現有15小時之投票時間及時段。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25



 

8d2f4dae39d5373f4672889e08a734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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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到10：30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26



 

360598b7fe57e8fb3ab263fa0a420e4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鮑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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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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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27



 

993c53e8ad5af2113b5deeaa0e952b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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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n'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28



 

dee76f8d6f59edc430add2a8ad1ab1d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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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選民投票機會

A11829



 

e16792c8543026b4b762fcb7289c14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吳漢威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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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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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因為本人實沒可能在縮短的投票時間內趕到投票場地. 

A11830



 

840576ef5b4b938cf0a45a07339e78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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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要在職的選民於午飯時間外出投票的建議根本不設實
際，亦不可行。除非把投票日定為公眾假期吧。

A11831



 

d3d65d4a05435410b9c4477d0b8ac8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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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32



 

400885d3aa76befd5c04119df0607e3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sper 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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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削減市民擁有投票權的公民權利

A11833



 

87cb0f9be3e0debf9f65efbb3432e2d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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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接受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34



 

 

aa90b2e55812454f182da9687ab7ef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傅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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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重要事情，不應設太短的時限。

A11835



 

160b96b4f54cfab6bd1be258da1dd4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朗信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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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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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極之反對

A11836



 

8f3ec1810aa8efaed17b075deebf05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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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增加投票時間, 令更多人可以投票, 反映真正民意

A11837



 

 

8fb9dd15a1149b6620c27e63f7fff5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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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剝奪市民投票權利

A11838



 

 

58d91a61d83522cfca751c35725ffc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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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39



 

ba6cf4e2533914bddcfea814e59c95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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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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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維持現時投票時間安排。

A11840



 

77ab54ef9014b118f2f7368d6129dc5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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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增多半小時至晚上十一時

A11841



 

fb1c6d92e2db1098b394fca177b4fe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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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符合公眾要求及沒有實際須要

A1184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4
Subject: 對《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敬啟者,

請見附件。

民建聯研究主任姚灼華
電話: 電郵: 傳真: 

2200171229 對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_民建聯意見書.docx171229 .docx 

A11843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民建聯意見書

就當局公布有關諮詢文件，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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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公眾意見，民建聯有以下回應： 

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

就有關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方面，政府建議免除個人和團體因在互聯網發布選

舉廣告，而須在《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下承擔的刑事責任。 

我們認同有關修訂建議，並認為市民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單純分享或轉發對某

名候選人的評論，只為表達某些看法及意見而已，因此，當局不應審視其發布

評論是否為了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來判斷發布該等評論，是否被視為選舉

廣告。現在的修訂建議，我們相信能釋除市民的憂慮。 

選舉調查的規管

就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以及在投票日之前進行的選舉

調查，應否受規管方面，我們看到，2016 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有機構藉發放民

意調查及建議候選人名單，公然影響選民投票予較高勝算的候選人，以促使其

當選，並阻礙選情告急的候選人當選，做法不僅對某些候選人不公，亦涉嫌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社會各界因此呼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行徑。

然而，由於該些機構可透過互聯網或海外伺服器進行民調，令當局難以監管，

因此，我們關注即使修訂現有選舉調查的規管，能否有效針對上述這種影響選

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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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時間

就應否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我們認為，環顧海外選區，本港的投票時間可謂

數一數二之長，因此，檢討縮短投票時間，有其需要。至於如何縮短投票時間，

我們認為應盡量方便選民，而縮短時段亦毋須過多，例如可考慮縮短投票結束

時間一個小時至晚上九時半點，此舉的好處是當投票結束時間提前，相關點票

工作亦可提早進行，從而讓候選人及選民盡早得知選舉結果，我們並相信，有

關做法可同時減少夜間選舉工程對居民帶來的滋擾。此外，2016 年立法會選舉

中，有多個票站在十時半投票時間結束、選舉主任截龍後，仍有不少選民需要

排隊才能投票，有關情況並不理想。我們認為，當局除必須嚴格執行法定投票

時間，做好截龍措施外，更重要是做好票站內的各項投票安排，以便疏導人流。

民建聯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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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6ea09ec010b761244c307c7ba367e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cCa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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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修改並不合孚公平原則及不合理

A11844



 

0d0d91f30f1edff9fcf4c788daa3925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ng T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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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日後選舉定為公眾假期，否則開放時間應該越長越好，最好24小時

A11845



 

8d6373955a71bd9bddbc2195652d81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傳芃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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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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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在沒有最長工時，沒有規定僱主提供支薪投票時間的香港，減短投票時
間，會剝奪市民的公民權利！

A11846



 

9ef58c8b0bb5e024cf707d87a7024bd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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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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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保持現有時間

A11847



 

be069d1d7c4307289a59841d7e3b56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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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反而應該延長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4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5 
Subject: Oppose government proposal to shorten polling hours 

Dear Sir/Madam, 
I oppose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shorten polling hours as it will bring inconvenience to 
those who need to work on the voting day. 
Regards 
Sammy 

A11849



 

9e9c115a41d8780a1d49e81c50b046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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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50



 

fd407b5114812becaab4c9b9fd5b2f3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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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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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51



 

5b62a789aedca597753c369b8f2568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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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維持原有做法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52



 

14c36aeb0f6678fb81d84899427c0c3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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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就檢討選舉安排進行咨詢，包括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因為限制
選民行使投票權利。

A11853



 

bc8fa77b9d07dd502cf99e35f2fbe0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陸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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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118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Subject: Views on the polling time 

I would like to lodge my strong opposition on the proposed shortening of polling time.  The 
existing polling time arrangemen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a long time and proved effective 
in encouraging as many people to vote as possible - which is a propaganda and intention of 
government. 

The proposal to shorten the polling time will disrupt voters' polling habit, not to mention that 
some voters' working hour is not "normal" office working hours with day-off on sundays. 

Secondly, the Deputy Secretary once remarked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encourage the 
employers to release the staff to vote during their working hours and it should not be a big 
probl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office loc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near 
the voter's home where the polling station is located. It is a doubt whether the employers are 
willing to release the staff for 2-3 hours to go to vote and then to work (travelling 1 hour 
one-way to work in HK is not abnormal). 

About the working hours of polling and counting staff, of course it is hard to work for such a 
long time. But it is only once a polling day for every 4 years.  And I know that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 the supervisors of polling staff to approve their vacation leave 
application the day after polling day. 

I do not want to guess on the wilful intention/agenda behind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Bu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ce citizens/voters' interest in the first place. 

I strongly object to the proposal on shortening the polling time. 

Mr Kwok 

A1185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6 
Subject: 反對香港政府縮減選舉投票時間

敬啟者：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有朋友從事銷售行業，一般需要在晚上九時至十時下班，下
班後，可以往投票站投票，政府若縮短選舉投票時間，無疑是犧牲香港市民的投票權
利！
我們香港市民要求維持原來的投票時間，不要縮短。謝謝。 

Clar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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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56



 

51e5d1e63ff1dda0dbf057671e1308c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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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很多上班市民不方便

A11857



 

808ad5273c144cd5249e23a71a77d4b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家敏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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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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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 

A11858



 

031f19dc31190b7f6aeea817d0fff4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g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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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謬

A11859



 

38240e637b359e2f45aff47bd1635fa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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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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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60



 

af2bece6b74cc31f463852b8dda14a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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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實際巿民所需

A11861



 

3596a496c9af56ba91af3616f695bcb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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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知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62



 

90d5fb17bacc9e7661ad5f403bb904e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ic Chan K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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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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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及限制民調，這樣使市民極不方便，損害大眾利益

A11863



 

52c33e2b2946600e64f52aaa2e46886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tn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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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1864



 

e0fdfd2eaba9953467ec5b0c1597f2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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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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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65



  

f02f6f669410374bc5b4cc853a9307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ustinA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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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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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66



 

acc86cc8d1bb946c82de87a674690d4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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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8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39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支持縮短投票時間

我非常支持縮短投票時間！現在由上午7：30到下午10：30實在是太擾民了。我住在
投票站附近，在每次投票日我家附近也是人山人海，令人討厭！政黨的大旗，易拉架
和助選的人嚴重影響我們一家出入！

還有，雖然上午7：30才開始投票，但他們天未光就來佈置了，次次都吵醒我！到下

午10：30，他們拆旗也拆到11到12點！我們沒法睡覺啊！

所以強烈要求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來函附由某電子郵箱傳送的預設簽名，不在此刊載。) 

A11868



 

3cb1909a9f002cd509a04a0c84ecbc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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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69



 

 
 

bce38d76e324e818edc977ee44585f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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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Polling is for collecting all those who want to vote and show their preferenc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reason to shorten it for administrative reasons on man-power and the 
earlier return of the venu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past statistics had shown that the 
casting of votes were still going strong in the finishing hours. 

A11870



 

8782874549c1656a4025356a4d3cb2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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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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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 

A11871



 

76041edd9532fee3f190b2bbc3f0a6a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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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872



 

5d83516b9a9a951b9771cf6b790628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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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73



 

429c44df3d6fc5e11025df959f54ea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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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不接受

A11874



 

ec1460d8ccad4cf434d102326f65fa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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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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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因工作需要未必能夠及時回到所屬選區投票，縮短時間只會令部分選
民無法投票

A11875



 

83e1b268ff20fe5f90ca992827d7c7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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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延長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76



 

8cc358b0ce38fdce79b16d3bd074531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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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1877



 

1611369c8eed176c8ed59537dc23216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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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政府及保皇黨造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78



 

dd5808f7783085a90c84a8168a3b8e3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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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現在不是有特別原因要縮短投票時間，為何不方便市民完成整個投票
過程? 

A11879



 

a4cee1bb963bfabd5378f4b4ab2472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程灝崙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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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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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可恥

A11880



 

447633175cd6461a2cd7b4afaf6624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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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81



 

aec6d2628fec3e7d48a12bec2768f6f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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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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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82



 

57bf78b20d24f72d331731ed1a785c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徐子喬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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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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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都裊晚收工

A11883



 

857c090e3aaa28c3d2238b960840004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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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選民投票機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84



 

3da8b91e8800b43b2492c4a7f035a9b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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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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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非常反對

A11885



 

3c77a69183288ac5638cc3c62b740a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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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86



 

a38f3cc67c9638a20cc653d47c0b0e9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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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ng the right of legal voters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87



 

1f1228932471dfc419ee127d43d74e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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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88



 

ee66a5500ba7458b558e1dd884bcbb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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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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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89



 

20d21903fe0765a4d96a83cc30d5bc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倩筠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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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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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890



 

e72b61cb97487d6aadd051461053e3e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易嘉然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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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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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891



 

fa676a6b28156c4583b836c510de40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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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縮短。

A11892



 

af0cf96b29848b6055bca53ced460b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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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香港人真係由朝做到黑...俾多d時間會好好多

A11893



 

95086412241bb1172de5185bd9b29d1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石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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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維持之前時間！

(編者註：來信人於2017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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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94



 

92af17d2e59dab75d9acf034408bb7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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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維持原有的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95



 

b343bc1033b8b96a54f56a8e6fb72d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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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縮短時間，甚至應研究如何延長投票時間

A11896



 

86ef15dd5b266cd919942a3b46f0e0b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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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897



 

4c26ce903297690bce34776b026251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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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以上三點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98



 

4c26ce903297690bce34776b026251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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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這個投票方式沒有問題，為甚麼要作出改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899



 

 

e6c425858cde81ccbe42e99753ed1c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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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This is a ridiculous decision, considering the long working hours of many of 
Hong Kong citizens and the long queue we could see at 2am in last year's election. 

A11900



 

6bea3b3062e1bf6d7e0d3dc99d4a48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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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01



 

85148e3631e13682e77be8385a8979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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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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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02



 

ad36b4d4caff95d9f7eacbca15deb6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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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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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03



 

fb699fea20cb78ae6495e081c803a1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ster Y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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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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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A11904



 

12ef28eda267387f59f5d2f6c58822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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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6 
Subject: Shortening the voting hours 

I worked as an observer in polling stations before. The last hour has one of the highest  turn 
out rates of the day because h.k. workers have to work long hours. Shortening the voting 
hours denies them their voting rights which is unjust. 

A11906



 

f33f7b59a8dc601414e024423753f3c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lvi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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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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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給多一點時間夜收工的市民趕得切投票

A11907



 

b23eb7925789b5ee42a7c9cae0e22e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鍾瑋德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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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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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08



 

ce5a82eb8b2a629e23ccf8bc35e2a6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金佩瑋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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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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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某些票站需要延長開放時間。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1909



 

0d7f7c45648f5f7475aa6804eb7843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劉麗詩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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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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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照以往安排進行

A11910



 

522dd627d805cb8b24fc008bc123f6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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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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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11



 

117a5a4087281f632ccef0aa4c999f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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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12



 

dd8aec55cc087e3a0889b479d9d81bf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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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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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913



 

1a98e3606254e8a5b3b34dfb1b863d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莊耀洸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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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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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時間即減損權利，除非有極充分理由，否則不應推行

A11914



 

6b58638da6a2334ac1021e71522790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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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充份理由就奪取不少人投票的機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15



 

d2a0ed51926300156573e2c21de4a64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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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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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16



 

7edf70a7d9314cf927fb5583c8ee6be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a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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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This is not convenient for the citizen to caste their vote. 

A11917



 

 

a88ade5ee23d00703f763e5e30e5067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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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增加人手提高投票效率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18



 

 

a88ade5ee23d00703f763e5e30e5067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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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19



 

95389e45415fb4f7eecdc2565d0b07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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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1920



 

924da92cd6235590b016774f55884f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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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延長投票時間

A11921



 

5b087ed16dd67d8b07fb7b90dda7d1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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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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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完全不夠時間表達意見

A11922



 

68d90d20f81350d07db9825339e8c89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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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維持現在投票時間

A11923



 

6dbd6c47b6edafef1125fa81c32bd6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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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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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24



 

19a603f785b82d064708972580048e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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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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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应该的，要给市民多权利

A11925



 

13c21ce77911bd44cd19895799e8a9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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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生活艱難，好多人要返工到好夜先放工，無理由忽略呢班市民既意見！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1926



 

3863284d33cfb8f1257b6240bf8126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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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不知此舉政府有何目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27



 

b126ef3b425a6cf6482d5c64fbd4d4b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ip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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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11928



 

eeab2f6cd4b9a6b5bc31cec5f9eaaac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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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A11929



 

5708de000887c4b1a855743d90f15f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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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30



 

4da5474627a81e0eac1c3344c45611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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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來時間

A11931



 

c300635a99114ab6fbaf2ca05548e4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ily Ch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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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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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32



 

9ae255ade68b023dc5cb6a198b4be2a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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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香港人時間寶貴，縮短投票時間必定令人龍加長，令很多市民卻步，降低
投票率及選舉的認受性，加劇社會的不穩定。因此本人強烈反對有關建議。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33



 

71cc9fdc2f808a2c1e5bd04a2727feb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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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無需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34



 

e63287a7edabef90aa3a15e30cb1cc5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ip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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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要再削弱公民的基本權利！

A11935



 

4d5e1282d5c89e06959208e967aee7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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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1936



 

7a3a8441574f203a8e09e74b92c058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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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937



 

f10382d73ed452d82fe59f6b594b489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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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延長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38



 

0c193551fe27df8db5995142131476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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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縮短市民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39



 

64f8458d4faea652bbadd5aaa5e7b27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MAN PU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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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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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940



 

91234d0ab6dd1f6b5e484d424f08d2e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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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是一個不應花時間討論的荒謬建議。完全對鼓勵市民投票無幫助。

A11941



 

cd6d2d8a9c4250ec63964f578f806d3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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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此為減低投票率之舉﹐與政府本要增加公民參與的原則背道而馳。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42



 

11e546fb40b7a5eee41b4b2ce2385d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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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1943



 

444eee601383a4f6900c156a94a0e75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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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行為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44



 

49b9ddac030bcc2c24af0af016391b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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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45



 

e612eea77451917264c146b549e22b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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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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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46



 

bf210e3249133b4d0485e16e42119f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施純忠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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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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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如果今天可以縮短投票時間，他日也可改在上班時段投票。

A11947



 

ad8345bca0ded18ce436e07f596648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葉旭暉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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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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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1948



 

f45ec5d79a09de271c49b8623bbbc25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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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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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49



 

66549ba2291ea2a04833b81acdac92d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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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我反對！

A11950



 

9189041d41e0faacf7e98e86557145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 Li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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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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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51



 

e3047b6cab9d410c84f0c613ee6aa2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a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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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選民不公平

A11952



 

7261e3653d1a02b79dea38083e03a7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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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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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53



 

1d97106d6c86268f41173ba96be967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jamin li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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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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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Totally unacceptable. 

A119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5 
Subject: 意見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你好,
意見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本人認為現行的選舉制度行之有效, 並沒有任何地方需要修改, 謝謝.
就諮詢文件第15頁的意見
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a) 應當豁免 
b) 適用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不應禁止 
b) 不應受到規管 
c) 不應改變

投票時間 
a) 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b) 我認為不應縮短時間, 所以假設性問題不作回答 
c) 不應縮短任何一分鐘 

Mr. K.L. Ng 

29/12/2017 

A11955



 

a7485e450b8d5cd8b956c97bfd0c770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o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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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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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1956



 

c952da31e5bf3714f4df643fc71461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惠彬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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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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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57



 

5bd152fd612be61a39f62525d2b9093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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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盡量能給更多市民有充裕的投票時間，能有更多的動力參與社會事
務。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58



 

019d8ebf37c107d6fc1720a52f1e90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homas Ka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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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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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根本係想幫建制派谷票既屎橋

A11959



 

17e604ed7407c4a1275be3acd0cd5a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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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60



 

 

5df2440fd5501dab0cd5d73a022e80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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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61



 

f4521df01a84a79b952854f07f5524b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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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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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我強烈反對縮短投票時間。政府諮詢文件提出的理由完全不合邏輯，因為
票站人員是受薪的。提早關閉票站亦不是說人員可以提早下班。人員是

A11962



(署名來函)

FAX : 2840 1976 

政f!irJ及內地事務局（第三名日）

目前投票時間太長令點票工作受影響

贊成縮知投票時間，以解決存在的問題。

－

選舉投票口，晚 i：十點半才閥門投票結束，之後過﹔角 很多工作了要 

做。許先是投票監察人要確認封斬、上鎖、貼上封條，這棋是本上己

約是晚［：·－ I·一點多了，接著就要開始點嘿，順利的詬小選區點票至少 

要為lj到深夜．．兩點，如果有什麼﹔票11·言的選票，時間會J伍的更夜，如果 

要重新風！i票聲脫就不用睡覺了。

雪健於以上所見的實際情況我建議：票

1 、 建議將投票H寄間，改為制八時三十分ij兔八時三＋份。票

2 、 這樣叮以解省火惜的人力、物力和財票
°

JJ。票

3 、 lcJ選民廣泛宣傳縮短投無時間的好處，這樣也是有回顧和檢討

以徒的時間安排，以便按實際情況作山修改。票

4 、 新的技．票時間．鐘議也長達＋
一

．個小峙，能5r:&1蓋丟lJ各類避．民自守↑

況，包？有星期日還需要上圳逃民的需要，如果想要投下神鼎的

一票，選民一定會安排時間去投票的。

2017主作12月2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63



 

967c1cde7ee97a7ab63bc2fc5df01e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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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以上三點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64



 

3ed3866d4c63924fe0a4c0419b622da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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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65



 

bfee255675dc789603e75376c7f6e4d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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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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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建議加長投票時間

A11966



 

5213a950598f0b9764cbc7c956d997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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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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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好多票站都唔夠時間投票

A11967



 

86fa8525926b2f1e44453cf138372e0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ck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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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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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建制派勝算

A11968



 

 

3a27151163b193676f3025176dd39f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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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keep current timing 

A1196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7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敬啟者﹕

我想回應有關選舉安排檢討之公眾諮詢文件。

問題1之答覆：

我支持豁免「僅限於支付電費和上網費用」所發表選舉意見的刑責。

無論網上網下，市民均有發表意見之自由。市民於網上發表支持某候選人之意見，與
街上表達支持該候選人(禁止拉票區除外)，性質一樣。香港人慣稱「時間就是金錢」，
花費時間走上街表達支持其實也是一種付出，和上網表達支持是一樣的。如果法例要
求按當事人日常的時薪申報選舉經費，本城富人及打工王帝文幫人豈非無權發表個人
意向﹖如果用了時間也不需要申報、不算犯法，那麼個人上網時順道發佈支持某候選
人的意見，自然也不需要申報、不算犯法。因為就像志願上街當助選團一樣，自發在
網上發表意見，並不會令發表人賺取任何收入，這樣與法律原意禁止有人暗地裡以財
力壟斷選舉並無抵觸。

但如果豁免的「不限於」支付電費和上網費的網上意見，就會變成候選人(或者他背後
的勢力)可以僱用一大批「網軍」上網製造聲勢，這樣顯然是不公平的。就像任何人聘
請助選團在街上為某人吶喊助威，也需要計算選舉費用一樣。無論政府是否有意願或
能力去拘捕那些不申報開支而躲在幕後指揮「五毛」網軍的人，這種行為也是應該受
嚴格禁止。

問題2之答覆：

在香港未有全面無篩選的真正普選之前，我反對禁止或限制在投票站或禁止拉票區以
外進行選舉調查的任何建議。(你們好像沒留意，你們參考的那些國家全部都是全面普
選的。為何人家落實全面普選權你們不學，偏是限制人民權利的東西就要學﹖)

按照統計抽樣的基本原理可知，於投票站附近(包括禁止拉票區或禁止逗留區等範圍)進
行的選舉調查，可以利用隨機抽樣，以統計方法有效推估整體選民投票實況。此等資
訊若然落入個別候選人之手，就會令他們有額外資訊影響選舉結果，從而損及選舉公
正。

與投票站無關的選舉調查，無法確保回應者可代表整體選民，其回應結果亦無法反映
整體實況。尤其是自願性回應的結果，更只是一群志同道合人士自行配票而已，性質
與一家人商議如何配票相同。如果要禁止或限制這類調查，政府是否打算同時禁止或
限制「一家人商議配票」的情況﹖(因為他們一樣是調查家人的投票意向，然後再發佈
結果、並商議協調投票。)

為何會有那麼多「志同道合的人」想參與這種集體配票行動，是因為政府在九七後採
納了最鼓勵策略性投票的「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你們不改變這套制度（例如改
用可轉移單票制、或者至少改變當選商數），不去削減策略性投票的誘因，而只想去
禁止人們自主配票的手段，根本只是揚湯止沸。

A11970



何況，這類集體配票行動既然要耗用相當經費、而最後會推薦某些候選人，這種行為

本來就受法律限制，要得到該候選人的同意、並計入該候選人的選舉開支。如果有做

足這些要求，就是合法的競選廣告行為，不應再受禁止。如果沒有這樣做，本身就是

觸犯法律，可以立即懲治。根本不必再生枝節。

政府若然真心維護選舉公正，倒不如加強規管票站調查。因為近年選舉都有個別機構

把調查結果透露給某一陣營候選人，以便宣傳配票的新聞。這些利用大筆資源進行配

票的行為，甚至沒有申報為選舉開支，給予幕後操縱者避過公眾監察的機會，政府本

來就應該嚴厲打擊。

不去打擊本身就是犯法並影響選舉公正的行為，反而去干涉市民自願參加的集體配票

行動，這就是政府不務正業、與民為敵。

問題3之答覆：

我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原因如下：

首先，外國投票往往會宣佈為公眾假期，選民不用工作只去投票，投票時間當然可以

縮短。香港就算在星期日投票，往往仍有很多人要工作，而香港大部分人的工作地點

都與居住地點(登記投票地址)相距甚遠。縮短投票時間等於有剝削部分市民投票權之

虞。要縮短投票時間，政府首先應該立法規定投票當日為公眾假期，不准僱員工作或

限制工作時數、或者強制僱主支付額外津貼，以減少需於投票日工作的市民數目。又

或者推行可於選舉日前投票的安排。

其二，根據現時安排，就算票站未能讓選民立即投票，只要在投票時間結束前排隊的

選民，都可獲安排投票。太古城票站就曾因此在凌晨才完成投票。如果選民前往投票

的習慣不變(既然市民星期日仍要上班，放工時間自然不變)，就算縮短投票時間，也

只會導致大量市民在最後時間擠在票站外排隊輪候，並不會令投票提早結束。如果排

隊時間過長令選民放棄投票，這樣的安排反而是損害選舉權利此一基本人權，恐有遭

司法覆核之虞。

其三，按照上述理由，或者有人會認為不能提早結束投票，仍可以延遲開放票站以縮

短投票時間。可是諮詢文件明言縮短投票時間主要目的是提早「交場」方便商借場

地。以上兩點已指出不能提早「交場」的理由，如果不能提早結束投票，則縮短投票

時間之主要目的已無法達到，亦再無必要這樣做。諮詢文件以票站人員、候選人及助

選團、傳媒等的疲累作為第二理由，實無道理。因為票站人員或傳媒可以透過安排足

夠人手輪流休息，工時過長是僱主的問題而非選民的問題。而候選人和助選團的拉票

時間並不受投票時間限制，就算投票時間短，他們也可以提早開始宣傳﹔就算投票時

間長，他們也可以延遲開始或提早結束宣傳(以往有些早有勝算或已知無望的候選人在

入夜後即停止宣傳)。所以投票時間與候選人或助選團的拉票時間並無必然關係。



 

 

e66cf19bf0b9f627bfaf31488e86adf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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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71



 

0b255d7b0f3d8c042eec2a080c6d1e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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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維持原有狀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72



 

2d6e63c36a62336594ade3210137b7e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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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73



 

3e07441cfc87567fdb7f0538790cd1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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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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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74



c248a674a503646d77dfcc258b655f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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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原因需要縮短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75



 

c29cd60270b01a01631c1c5f125c45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Issac Hs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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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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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完全不能接受縮短投票時間

A11976



 

 

dea63df195a3fa6eae4d68bd2bd793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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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日的投票時間，令公民投票權和知情權被無理削弱，令和平
理性的策略投票再難發生。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77



 

077bb51cd7e683641c8c98bafd37c10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劉婉嫻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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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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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缩短投票時間

A11978



 

f8cfab6b5d0bb459795d3812d3435f9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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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此舉剝奪部份公民的投票權, 極為不妥. 

A11979



 

d894f236b76a769547ff6e328f99f1a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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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on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80



 

f4b90d44fc3fa21253bd24ae22759a4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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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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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0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同意縮短投票時間

本人同意縮短投票時間，因為外國的投票時間也沒有這麼15小時長。時間太長會擾民
了，對附近的居民不公平。對參選人、記者、工作人員等也帶來太大的壓力了。要投
票的人總會投票的，所以縮短投票時間能提高行政效率及降低成本，也不會影響投票
率。

此外，政府常說難以找到合適的場地做票站。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投票時間過長，對
學校及組織翌日的運作帶來不便，影響相關機構借出場地的意欲。

所以我覺得縮短投票時間利大於弊，值得支持。

王怡琪

A11982



 

b3ffbeb86cc979bdc0b02ce19d9e2a2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hek P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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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贊成

A11983



 

ff95140827c0bf6057ee91c2dfb89b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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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邊有僱主肯為左俾你投票而蝕俾你呀~改變選民習慣不如算吧啦

A11984



 

e9a31ec5073bb32b9a6e8659ae91263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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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因為我晚上才有時間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85



 

1427bf6bd76ca6d506aea0173ae81a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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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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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會間接剝削了真正的選民去投票給予，真心為香港前途、民生及建立合理
的制度、決策及法例，而參選的議員進入議會的機會！

A11986



 

f6cdc7a2a83986720e7ba0067bb671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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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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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987



 

 

5577a3b7741afdb55051e8bcebf0eeb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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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Should not be done. For example, I work in Sha Tin but my constituency is in 
Central. It is near impossible to be able to vote if the hours are shortened. 

A119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3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launched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 support 

I am a retired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 A few years ago, we lent out our schools to 
be a polling station. Unfortunately, that turned out to be a dreadful experience. Since 
polling day is a Sunday and school starts very early on Monday,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s mak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have the school cleaned and rearranged in time 
for class the next day. As polling closes at 10:30pm, we often only get the school 
well after midnight, we need to pay extra for the janitors to clean the school and 
sometimes they don't even want to do it as it is too tiresome! 
So, we stopped offering our school as polling station. I support elections, and hope 
that our school can be used as polling station again since it is in a convenient 
location.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shortening the voting time on polling day. 
Mrs Joanna Wong 

A11989



 

6d287942200e9afa92f3fbc0e31d62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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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某些地區應多加投票站

A11990



 

06ca25d3dc0055d9556a8922871e47c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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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91



 

1a78a281f6d68a2b8ccf8d6c07283b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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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1992



 

782acfd0705a33b8a089635e1974db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竺永洪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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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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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當有長時間供選民投選，朝七晚十一半就最好。

A11993



 

cc2232c044982eeb395a3cec3f1edc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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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94



 

42ee723dee61543a20662164612e14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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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維持完狀，在以往出現長龍輪候的地區甚至應加長時間。

A11995



6dcfacd90063a9ab26270615abef48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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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市民應該有的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1996



 

7f2cbae9d02d6ae0325dbf452bee61d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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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只為方便工作人員，不方便市民，用心不良的政府的

A11997



 

70089be991a151501729eb02212413e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t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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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1998



 

d499568263b800aa9c5494195a91bb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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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19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5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launched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support)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shortening the voting time on polling day. It is simply 
to disruptive to our daily lives to have polling stations opening from 0730-2230. My 
apartment is right next to not one but TWO polling stations in Causeway Bay. It is 
outrageous to have the area near my home surrounded by flags and people 
canvassing votes! 
You know what, those people start raising the flags and other equipment before 
dawn and taking down their stuff well into midnight! They shout and they drop things 
on the floor loudly. I can't possibly sleep at night!!! 
It is such a nuisance that I am thinking of leaving Hong Kong on polling day to avoid 
the hassle. PLEASE SHORTEN THE POLLING HOURS NOW! 
Professor Mimi Chan (retired) 

A12000



 

fe23d1be0f7f4b7fbb0afa0ccceb76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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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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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1



 

78a8b51cdfccb1493390dd4a648897d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iu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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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bject 

A12002



 

2d1a94cf566e3bc06e6b589b0f8a7bb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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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工時長，很多人做服務性行業，假日也要上班，縮短投票時間會令
他們的投票率減少

A12003



 

d277bda329be81056bac5fdaed79bd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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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是剝削市民行駛公民權利的機會

A12004



 

222d941455be9e8a8dfb715f350793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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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005



 

20141f8bb85853f734146fd5d12aac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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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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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



 

a7c0a8ec9034ab94affcfac8c05ff1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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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的。香港人工時長冠全球，標準工時立法不做好，反而立法去限制及
縮短投票的時間，本人表示極度不滿及失望。

A12007



 

8c6d89f49bb7e6615671b6e27fbc09e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risc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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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以往一樣投票時段

A12008



 

6d632af978688f8d368ce17e298c392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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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09



 

83104029d829e13ea83b2a064f5adb2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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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7 
Subject: 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支持縮短投票時間)

我是一個社區機構的負責人，機構名字就不公開了。我也嘗試過借出我們的場地給政
府辦選舉，可是那次的經驗甚差，令我們以後不敢借出了。他們一大早就有我們派人
去開門，誰人願意天未光就起身離家去幫他們開門？結果要我自己做，好辛苦。晚上
到凌晨1點後才可以叫我去關門，我不用休息睡覺的嗎？所以見過鬼就怕黑了。

如果縮短投票時間，我就不用這麼早起床，也可以早點睡！那我們可能再考慮在借出
我們的場地給政府辦選舉！所以我支持縮短投票時間！

徐中則

A12011



 

70507cfd6271ce95c9edd5b1eeb602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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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能接受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2



 

40efda503bbe3d4f9ce86e4a986a65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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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維持不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3



 

16d580a8cddfb4f5e792b2510cb4e8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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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離譜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4



 

9a3b892ffb9283590ed4c767bc28e07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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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要方便及讓更多人參與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5



 

 

0707616776438b3e2ea07790f74930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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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更多市民不能投票導致投票率低

A12016



 

 

0707616776438b3e2ea07790f74930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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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市民不能投票導致投票率低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7



 

d312ce60b0b16bc689a80a3a55d110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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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對一些想投票而工作時間長的人極之不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18



 

f5d4a6803b263caaa900f31dfafb2d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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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2019



 

9f6460b771827669f4ada776856a58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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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而縮短投票時間

A12020



 

f44409651e8b7afd2139292b396941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yo W K Tso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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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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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增加票站以疏導投票人仕

A120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09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 <同意>

投票時間 
1. 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及點票站大多設於學校，這些場地須於翌日清晨交還予
場地管理機構，因此投票時間過長，有可能對學校及組織翌日的運作帶來不便，影響
相關機構借出場地的意欲。選管會在兩個選舉的報告書均指出，選舉事務處在尋覓合
適地點設置票站上遇到困難，不少學校及機構拒絕借出場地。 
2. 票站安排對選民是否能行使投票權利極為重要。由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經驗顯
示，由於候選人數目及投票率顯著上升，部份票站出現輪候投票的人龍。有個別票站
更在投票結束後四小時才能完成處理所有輪候投票的選民 ，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意欲及
權利。 
3. 正如諮詢文件提出，不少鄰近地方的投票時間約為10-12小時，本港的投票時間卻
長達15小時。2016年的經驗顯示，有部份票站的點票工作因爭議出現延誤，部份界別
的點票工作需要通宵進行至翌日，不單對選舉人員、傳媒、參選人及其團隊帶來沉重
壓力，我們擔心會令辦學團體對借出場地更有保留。 
4. 對於有意見認為，相關做法會對部份選民產生不便，我們認同應審慎處理。但社會
應同時考慮投票站場地的設置，對選民能否順利行使投票權利同樣重要，有必要以全
面角度考慮投票時間的調整。
我們認同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觀點，縮短投票時間的確對選舉運作、投票及點票
安排帶來好處。因此在不影響投票率的前提下，當局應研究調整投票時間。
最近的立法會選舉出現部分票站截龍後4小時方能完成投票的情況。據了解，事後檢討
發現選舉事務處因爲無法於該區租用足夠場地作票站，故將兩個票站削減為一個。雖
然事態發展反映市民投票的意願依然熾熱，但無可否認上述情況為一有意投票的選
民造成不便。
檢視最近過去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安排，投票時間由早上七時半起至晚上十時半止，長
達十五小時。連同上述逾時的情況，部分場地過了淩晨都仍未完成投票。香港選舉通
常在星期日舉行，大部分場地於投票翌日皆需回復至其它用途。機構考慮選舉事務處
申請時難免會考慮到這一點，對出租場地有所保留。從此考量出發，政府宜縮短投票
時間，以恢復學校及組織等相關機構出租場地的意欲。
環顧世界各國的大選投票時間，甚少國家如香港一般長達十五小時。外國民居分佈稀
疏，選民由家到票站需時較長，但其投票時間大多都是在十二小時左右。反觀香港居
住人口密集，市民由家出發，舉步即至票站，可見在香港投票時間的確沒有必要那
長。
如前文論證，縮短投票時間有助增加票站場地供應，有見及此，選舉管理委員會宜考
慮對投票時間作相應調整。與其維持目前的投票時間，倒不如專注於確保各區有足夠
票站，各票站人手充沛，以應對市民對履行公民責任的熱誠。如政府能安排足夠人手
與場地應付投票人數，相信即便縮短投票時間亦無損投票率，甚或可以因爲票站數量
充足而吸引不願花長時間排隊投票的市民，與此同時縮短投票時間可以削減因長投票
時間而衍生的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一舉多得。

A12022



 

a779df8b93bedbbfd647c99ac35183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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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妥，踐踏選民

A12023



 

f38708d2725cd5da5d94d48fd54eec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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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狀

A12024



 

 

300725f1bc0007397d1f4d3f449d03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P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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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giving sufficient time for HK citizens to express our views n exercise our 
right 

A12025



 

c9c7bfb4c5bb0e28dcfb0d093987a1f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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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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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26



 

54e344b148589937037e3bf5d290ee6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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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legitimate reason for this chang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27



 

e9420f28ecd9a09a168e1ab5832b3b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ew Ka W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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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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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028



 

25ea9db6070c81ed880b9f8ba0a4ba3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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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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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29



 

4714969083db85b59403258ad0aa09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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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方便投票人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30



 

408fcc410bf29c4a2173d0086e60de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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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1. 縮短投票日的投票時間 2. 收緊公眾分享選舉資訊的限制 3. 限制民間
進行選舉民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31



 

 

0198f5142ba102d0f7b5e391ce73c72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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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32



 

133a14b6d799f756be2d4eea19d5924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r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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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加開多個位置方便投票人的票站

A120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1 
Subject: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the most recen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re had been situations where 
polling stations did not manage to conclude the vote four hours after the designated 
voting time. Up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afterwards,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did not manage to secure enough venues as polling 
stations in that area. The area concerned had to do with one polling station instead 
of two.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s reflected the untamable zeal of Hong Kong 
people towards voting, there is no dispute that it has dramatically inconvenienced 
those who wished to vote. 
If we look at the arrangement in the recen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voting time 
spanned 15 hours long from 7:30 in the morning to 10:30 at night.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delay with concluding the poll put into consideration as well, some 
venues were not done even after midnight had passed. Elections in Hong Kong are 
usually held on Sunday; the venues used for polling stations often have other use for 
the following day. Organizations naturally consider this when dealing with venue 
request from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Their reservation towards renting 
the venue away for long hours with a high probability of overrunning is 
understandable. With this in mind, it would be advis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shorten the voting time in order make organizations more willing to rent out their 
venues. 
Looking at other countries, very few countries’ voting time span as long as fifteen 
hours in Hong Kong. Whereas citizens in Western countries are often more sparsely 
populated yet their voting time only span 12 hours, Hong Kong is densely populated 
and, by logic and comparison, should not require such long voting hours. 
As discussed, shortening the voting time may help attract more venues for polling 
stations;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should consider adjusting the voting time 
accordingly. More focus is needed on ensuring each district have sufficient polling 
stations and that each station is adequately staffed to keep up with the citizens’ zeal 
towards performing their duty. If the government can arrange sufficient venue and 
manpower to deal with the voter turnout, then there should be little harm done to the 
voter turnout rate even if the voting time is shortened. Voters who were deterred by 
long lines may even be attracted to vote. At the same time, shortening the voting 
time can cut expenditure and rais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killing many birds with 
one stone. 

A12034



 

f1a4d1e13c5bb54038d09ee3ee2392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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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2035



 

f1ca4117fcd6cd94afe7a04aa192fe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man fa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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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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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將投票時候縮短。相反，應將投票時間加長兩小時，方便因工作，未
能參與投票的選民。

A120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2 
Subject: Opinion o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Election strategies and tactics evolve in each elections, as well as 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 citizens. So, it is truly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view electoral 
arrangements following elections. After reading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 agree with 
the suggestions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Among them, I think the suggestion of 
shortening polling time is of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importance, so I am writing this 
passage to show support to this proposal.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are problems arisen in the 2016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nd from which they show that such a long polling time (15 hours by far) 
impinge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election itself. Such long polling time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occupy the polling stations for a longer period, and thus delay the 
time to return the venue. The downside of this arrangement has been shown in the 
2016 election,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difficulty in soliciting election venue; this 
probably accounts for the mayhem observed in some smaller polling station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lection, e.g. Taikoo. If the polling time is truncated, the staff 
can probably vacate the venue earlier, and thus mitigate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to the venue owner. If the owners are more willing to lend out larger venues, the 
polling process are expected to be much smoother. This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is therefore beneficial to both the vot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I think this 
sugges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s legitimate and hence, 
deserves suppor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olitical climate, shortening the polling time can be one 
of the gestures of bettering the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In a effectively functional 
democratic society, politics should not interfere the daily lives of citizens too much. 
The process to transfer the power from the predecessor to the successor should be 
as smooth as possible. The present polling time arrangement, which ends at 
10:30pm, does too much disturbance to not only venue owners, but also citizens 
who are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r cannot vote, e.g. children. Concentrating the 
polling time can enable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o rest according to their 
normal schedules and allows the society to resume to normal lives next day. 
Democratic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horter polling time, yet the elections 
are still as zealous as elections can be. So, I think shortening the polling time will not 
impede voters’ desire to vote; and I think that with the necessary education, citizens 
will feel the benefit of such alterations to the current rules. 

In short, I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effort in reviewing the electoral arrangements, 
and among all the suggestions, I think that shortening polling time is the most 
apparent alteration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normal citizen. Although some people 
may worry that shortening the polling time may lower the polling rat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ave shown that a 10-12-hour election is still fully functional. Moreover, 
this new arrangement can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ling process and create a 
better political climate. So, I think this sugges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especially addressed and supported. 

A12037



 

8ecd58b4e5ab01dea126d85475d14db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嘯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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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諮詢文件稱，縮短投票時間「可以減輕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在選舉過程中最
後緊張關頭的勞累」。然而正如諮詢文件稱，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共有一成選民是在
最後一小時投票，若政府提早結束投票時間，只會對數以十萬計的選民不便。鑒於周
日仍有大量前線服務業員工需要上班，而他們往往要在全日的最早或最遲時段才能抽
空投票，本人認為投票時間應該維持不變，強烈反對延遲或提早結束投票時間。若政
府希望「減輕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在選舉過程中最後緊張關頭的勞累」，應循設立投票
日冷靜期全面禁止街頭公開選舉活動手。

A12038



 

749119cab47834a515753bb229fb2bb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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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39



 

 

0419deae2932120fcf72335140e8db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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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40



 

31c008167cd867a010d2285701a913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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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41



 

3f996b1bb8561b7cfe94ac197a4d02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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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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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票站需時。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42



 

288d6c2ae8fea1850616c6618be375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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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A120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3 
Subject: 對於政府《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一些意見

政治生態跟市民的生活習慣息息相關，因此每屆選舉也會有新的選舉策略。所以，我
十分歡迎政府今次主動檢討選舉安排，令香港的選舉能與時並進。在閱讀諮詢文件
後，我同意政府在文件中的建議。在眾多建議中，我認為縮短投票時間是 直接牽涉
到市民的舉措；同一時間，此舉在改善實際選舉運作及構建更理想的政治生態有莫大
幫助。故此我寫這封信去表達我對這建議的支持。

回顧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不難看見現行過長的投票時間(15小時)已對選舉的正常操
作有實際影響。15小時的投票時間意味著選舉人員需要借用票站場地一段較長的時
間，連同其他行政時間，交還場地的時間已經被大幅推遲，影響選舉日後場地使用人
的日常運作。這可令很多票站場地使用人對借出場地感到卻步。近年市民對政治更關
注，如果政府未能借到較大的場地作票站，對投票的市民以至政府的行政均會帶來很
多不便。但若政府能縮短投票時間，令選舉及其後續的行政工作能提早結束，可以對
場地使用者的影響減低。由此可見，縮短投票時間有助政府徵用場地，從而令選舉過
程更順利。

同一時間，縮短投票時間也能令香港的政治生態變得更完滿。在一個高效的民主社會
中，政治活動，以至權力的交替，應以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及社會的正常運作為大
前提。現在的投票結束時間是晚上十時三十分，在街上不難看見入夜後拉票氣氛仍是
十分熾熱。可是，我認為選舉的進行不能忽視對政治沒有興趣、甚至是不能投票的市
民的感受，如小孩。縮短投票時間能讓社區早些回歸平靜，好讓小孩能盡早休息，預
備下一天的學習。環顧世界上很多民主政體，較短的投票時間(10-12小時)亦無阻選舉
的進行及踴躍程度。因此我認為，縮短投票時間不僅不會令投票率顯著下跌，反而可
令市民得益，更能夠完善香港的政治生態。

總括而言，我支持政府檢討現行選舉安排，尤其支持政府建議縮短投票時間。儘管有
人會擔心縮短投票時間會令投票率顯著下跌，外國經驗已指出10-12小時的投票時間仍
可令選舉順利進行。縮短投票時間更能改善選舉過程及完善香港的政治生態，對香港
的未來發展有長足的益處。所以我認為，政府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值得市民支持。

A12044



 

fdf72dc7468d57f1ad967f6dc01e0c2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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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045



 

74916d2ead077fa233b78ba3ce48af4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m Kai P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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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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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安排三十年來行之有效，建議之縮短時段投票人數亦極多，政府
人力及財力充裕，跟本沒有理由縮短。

A12046



 

97f5a4937cf26d9a0f86314d9ca97f5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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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strongly oppos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47



 

0350e2c27b9d0c2f0085cfe450251cb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cky Chor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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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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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同民意違反! 應該延長投票時間! 

A1204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5 
Subject: 有關諮詢文件的回應

就有關政府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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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縮短投票站開放時間，本人表示反對，應維持原本時間，以免影響投
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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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49



 

6fe74ca17e188417a2e7494e7c9822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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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投票時間照顧到各界別的人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50



 

220eee1b0f888b1aafcd54c631b2ce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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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政府想黑箱作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51



 

c1fcc59f30379fdaa02d7e79cc4488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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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bject unnecessary limitation of rights. 

A12052



 

3be20324a69f255034e805044dab2b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lack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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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公平，時間不遷就工作繁忙的選民

A12053



 

b237f2a4d717ac5b13e64b22c863a1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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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ish!!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54



 

2c9ac41e689cbf4d1bc4fd0d9bede1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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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迫民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55



 

a48be2333eb3f435a7a2b719399591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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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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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對!! 

A12056



 

7accda5fb9ffb352ec070ed1730a9de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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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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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057



 

d397136308f916b3691d5d7cd36f72f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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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58



 

0d7d66bd1b4c8c9ed41581ad949c583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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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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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59



 

1f2571d3d573d56d7739bae6b87a8f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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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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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60



 

1ee84665b21d7e452610c824a71f97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oon T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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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2061



 

235f9f7584fd84887d065f3e2129bbe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iu ka o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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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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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2062



 

402ed05eb6317b0c85e2886e61e96e3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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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沒有合理理據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63



 

fb08b26a0f933f5ecbcd2a52185cf7c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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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64



 

 

7b5f852f60dec08b9c98e91da6d21e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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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65



 

a3c3f32ae413bd3b726be6311aa58ab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蔡炳坤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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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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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2066



 

402ef7c07f33d9872bf0899ba7b25ea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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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選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67



 

81f3f09aeef5988222c715b9bef9162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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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2068



 

a2b9bd1108f089d06bb1548c591535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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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69



 

e268ecf534d150ff099ee50631fbee9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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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縮短就由上午七時三十分開始改由上午八時三十分才開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70



 

19525dc3ec023356393988fa9d0c0d96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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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71



 

d357fe015637ef4cbecb24bcd0e9dd6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ung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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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方便市民，剝削市民投票時間。

A12072



 

227cb35903963fb52e9642ae38ce369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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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改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73



 

 

34f1f53386aca1191e00270c27d06a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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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或增長現時投票時間，不用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74



 

3fb1c3e60b2572b7bca1fc8f7eff26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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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policies to facilitate voters to cast their votes, 
instead of limiting and discouraging. it is ridiculous to do the other way.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75



 

3697a3a551e90854af95474418dba1f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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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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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市民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76



 

 

b23a28809876e8810232af8df1a945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Man lo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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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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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Objection 

A12077



 

00592a329406b93bbe411eae98ae53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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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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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沒有需要縮短投票時間。可於投票日第二天訂為學校假期。

A12078



 

 

caba8bbb3f76869811488669715c29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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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79



 

b2bc5422149e129f59d76ae44105f3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世光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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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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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無彈性和時間太趕，投票應有足夠時間去投票，香港人生话和工作太忙了

A12080



 

0d0d7f9a7308a9354a1c0d5a124efb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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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阻人投票

A12081



 

 

699685898ee41f46b95a0d3ad2f60c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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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2



 

6445fd310abfa72263473107e1c235f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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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2083



 

b99c3009a1109e9632afd8ffcca6eff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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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4



 

464bddddaaf235b4dc83b0f69c4edf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柴千惠
電郵： 
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一小時投票人數近5萬人，最後一個小時投票人數近22萬，是投票
高峰。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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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現在香港選舉日不是公共假期，已經漠視一部份市民的公民權利，如今縮
短時間更是離譜

A12085



 

488a1d953c2611630be36ce3d85ae1d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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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6



 

1a79e790d9d3e7336a8b2397e9d487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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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87



 

ba16dd7cd80f14a65defdc445d451d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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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應該這樣做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88



 

419d5b8fea9d0bef901678883bd5bdc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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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任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89



 

a1dc7a29e81a3f2f85078e972478d12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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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90



 

55c2ade6c12e0adf01cde8d80373bd7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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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2091



 

26d861c252e57fca523809063d5a3f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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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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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延長至晚上11:00或11:55 p.m. 

A12092



 

21a57b86042349a2cb64ae395d8753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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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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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樣會變相剝削了不同市民的參與機會。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2093



 

 

166b0ffc50f128a3e93837dfba8f12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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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94



 

b7cd304c5e9618fa98dd0306d5f5f5a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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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

A12095



 

b476e8a7b79d2fe67ae84f1f43e570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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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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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96



 

d6f0dce8d50e0b6e68d4896945d3632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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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理應開更長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8 
Subject: 有關區會及立會選舉投票意見

有關區會及立會選舉投票意見

敬啟者：
就有關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投票諮詢，意見如下：

關於調整投票時間問題，本人建議可將投票時間儘量縮短，由早上8：00開始投票，過
於提前半小時作用不大，因8時比較適合大部分市民出街投票。至於晚上時段10：30分改為9： 
00結束，這樣可以便於整個投票工程加快完畢，讓點票及監票不需要拖延至淩晨才能完成。這
樣更加提高整個選舉的透明度及公信力。

意見者： 梁詩蓓 

2017年12月29日

A12098



 

1b28800ba85d38efc56f8a6565e572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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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099



 

63ff3f3c41a97cd07e3a6b73d92d11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 wai pi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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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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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應以投票人來決定

A12100



 

78932acebb6f83e233381a0213f6116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aYt T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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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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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01



 

340bd3f299b6c3d9d69699bbdf88fd5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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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打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02



 

7700b44ddf60b008b4d9d38fbc0ae31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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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祇需旅遊巴接送無知者選票，其他的選民投票未必係佢想見的，對提
出此事的人肯定有計算過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03



 

54a8a358a2fa18c876a8637519f876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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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不可以，不是每人都可以收早/星期日放假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04



 

1a8afae19571b3f4c353b66746b36ce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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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05



  

7c7196f0a267aaddc97d7b48fd020c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梁延瑋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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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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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06



 

51d5ff4e1239032f6cbb2841d973d3d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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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因為便利工作人員及退還場地為由而令一部分選民不能夠於放工後到
票站投票而縮短投票時間

A12107



 

011fba935a3e85b8087b8fbb271309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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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會構成市民投票很多限制

A12108



 

8ed23469b750d3c8ae68710ffa1acdf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Yuen We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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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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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2109



 

de9c95a58afc71822f6a674542a5d4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錦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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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投票時間，維持以往時間。

A12110



 

f9b21496d894340c54194868609b779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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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應該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11



 

17cba10660f5531e5f854795ccd423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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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2112



 

 

600e37bd5020d9ca7e1a023eeeefde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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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13



 

e4a0ce9a4b9544cb79907be13fe8cf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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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因上次的投票情況反映市民是積極參與的。但無奈出現人龍。可見投票站
的運作未有效讓市民參與。縮短投票時間，市民就不能行駛公民責任。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14



 

878ba2c4c2d3a8161888e4de4e4d0c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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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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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考慮許多跨區上班的人，未必可以趕及投票

A1211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2 
Subject: 關於調整投票時間建議

本人認為目前投票時間太長，影響到點票工作。最好早晚同時縮短投票時間，
如：早上延遲一小時至早上0830開始投票。晚上提前兩小時至晚上2030結束投票。

制定限時停止投票的嚴格措施。限定封閉投票箱，封閉票站大門。以確保投票
時間得到嚴格控制。

袁小姐

A12116



 

63520a6c61b7b91e60de7a1b7e1b8e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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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2117



 

d91fe82722996a24f772ca97a4982a8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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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漠視民意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18



 

01e36b38ccfb90e885f6441ef40a75c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浩揚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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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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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19



 

c2ab21c8abe3e8bdcb7fd41c62c4fce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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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不能剝削選民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0



 

a9c28e3b5c204b573889df911c7ef0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文龍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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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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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額外一天公眾假期，增加讓巿民參與公民權的機會而不是縮短投時
間。

A12121



 

31904c95b8fe180a043f0bf055b13c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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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反對，極度反對，絕對反對，縮短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4 
Subject: [Possible SPAM]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Sent by: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執事先生：

本人反對以任何便利行政安排的理由，減損香港人的投票權。縮短投票時間，讓輪班
工作人士難以投票，變相剝奪投票權。

而多屆選舉報道均顯示，多個市區票站於最後一小時大排長龍；截龍後仍需要最少一
小時方能讓已排隊選民完成投票。諮詢建議與投票需要背道而馳。敬祝

台安！ 

shiu chung yan 

A12123



 

1867ee4adb13f6877ac964d348a1d1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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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縮短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4



 

89e2763f4576d424ac666d93ee0016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ff Ts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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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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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25



 

4e2dfa14ba4514d40d5c775eb01d609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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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及不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6



 

4ec40eb9f75e22912860de04f29d3b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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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選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7



 

 

663f1141b5a0f2f3ab8d014372e8e0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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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8



 

f32eb8bb9c4138be555113b02f31fc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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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29



 

3931f193eab1cc657a1d506addbf19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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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民為敵

A12130



 

8d2dab6a6625fa8ca603b3b100ceb7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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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因為有許多工作人仕要晚上才可投票。如不想員工在一
天太疲倦,反而可以考慮兩日投票, 或分兩更時間的安排。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31



 

fdf86eeb98e726f3ce661ae4b30885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W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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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一直開放時間,給晚下班人士趕到票站

A12132



 

9c54f024faf2a6792c31f8246514722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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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33



 

2b34cf2de918dc87927ce9d17d5685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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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34



 

e29a9edaae8b47943d01c821875c7d5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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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35



 

6dc303b663efdacc93e09a5a26a71ba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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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21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8 
Subject: 反對縮減選舉投票時間半至一小時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第二組

敬啟者:
本人徐偉林 [Tsui Wai Lam Ivan HKID: ] 堅決
反對政府擬縮減選舉投票時間半至一小事, 請閣下予以備
案。

如欲核實本人身份或就本電郵有任何疑問, 可按此電郵地
址與我聯繫, 謝謝。

徐偉林 
2017/12/29 

A12137



 

49e260392861f880b368f7b9b41a88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e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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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完全唔認同

A12138



 

f44c57f02eca5e4e4d87334f64ae5a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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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39



 

c0fea964f2385ab02a0e4c03e99258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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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加長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40



 

 

fb3f0b0bc21745dade987ffa715d35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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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民帶來不便亦減去夜歸市民投票的機會

A12141



 

7ed7e622365a3dc9bac798382aee15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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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如果政府認為縮短投票時間是為了更方便運作，以免影響其他人，政府可
以有以下修訂。1. 政府可以選擇學校假期前的一天舉行選舉，這樣就可以借用更多場
地，又不會阻礙學校運作。2.可以把投票日定為法定假期，所有老闆必須安排半天有
薪假期給予員工投票

A12142



 

50bc958c269e20b748b1c26ea9f9af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鄒潔貞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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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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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A12143



 

a51524611fee92ea26d595bdaf323242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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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對工時長的極不方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44



 

9709d76b9146b87fd10ffb024a31eca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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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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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45



 

592be41a54de201c9cd2af8afabeb2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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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46



 

d971b35e9683a2d28d36fa1790814a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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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錯

A12147



 

e34532b5eb018d299256ddf8829abfb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家曦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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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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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增長時間就差不多

A12148



 

56b2d4da6f97fa4ce6139e3709f2549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彭克修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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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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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延長時間讓更多選民可以投票

A12149



 

ec73ddc4e1aa47633a0aeb16df5505c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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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為方便工作人員而縮短投票時間

A12150



 

bdcefcb26a348e2d12c2de8d44ff72f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ung Y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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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到有任何合理原因要縮短時間，當局更應按多人投票的情況作更多便
民措施，鼓勵市民履行公民責任，縮短投票時間正是與此理念背道而馳，不是政府應
有之舉動

A12151



 

ab604599aee6d1a88537fa20e1b03f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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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52



 

f5e1ebb1b771b136b582cb233bae079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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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53



 

99f3e33844620cec15afe879cde3862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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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此舉剝奪香港市民的投票權利，本人強烈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54



 

443820e9e3439e4aa5ae35f1758771c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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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香港人工時長，而且工作地點離家有距離，不應縮短投票時間，以致選民
未能盡選民責任

A12155



 

2d68a7b7f314cd94657067a6c494e9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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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更改行之有效的政策，實屬不智。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56



 

cc3c80a00864f0080b68453e6614cb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ki Ts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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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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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i strongly against the motion. 

A12157



 

d205f162ae2fb7fe8889483b23a815b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u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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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投票時間很好，沒有縮短的必要性

A12158



 

115e131b6bd49d91117ca3ee1ba53e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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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此意見不符現實

A12159



 

44da21307c59ee448654f88c8b8ee0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伍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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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永遠下午至晚上都是投票時間高峰期，此舉剝奪市民投票權

A12160



 

c47d32c205b1db88ef072fa811e29bd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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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61



 

 

bfa0a9036ef31dd5e5fa4df2442dac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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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am-10:30pm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62



 

944d4bde462f7f4bdbc8afb4525bee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ellis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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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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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63



 

150d1385099eb336c254c00611a6ed5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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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2164



 

30959575a4812fdf7fb258cbb4c384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俊偉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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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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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65



 

3d4df543d3b03de021b9a682309908c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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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完全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66



 

53b15ed7374f33140dad13ceaf86c45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Fong P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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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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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可以縮短投票時間，除非將投票日列為公眾假期，等多些人可以抽
時間投票

A12167



 

fac9d601e7b60813302add4e3e87ec7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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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68



 

4a364197b6077805e02746d1a0d194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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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2169



 

2eaaf340085e0679a25c01b8142c60a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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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70



 

0a4bb9f884901a08f116d2b85db8c7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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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能接受投票權被收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71



 

68444c2646373aacd8f60450d60022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彩鳳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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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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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72



 

df641cb19db2e2c52bc2f38303017c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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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也不能少

A12173



 

35145405cc1639478a1e5f81dc4414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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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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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74



 

cb3eeef398c08078e3146aaa6bf1c1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惠芬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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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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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政府不應該為了私利和建制派的利益而修改行
之有效的投要時間安排。

A12175



 

3fcd9fc29d23707bde7e67e743442d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區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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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縮短投票時間

A12176



 

cf850a592038213a93694dc10a9a19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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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方便

A12177



 

 

462a83a9a93a761c35e2a556e6e185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ar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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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事實上，應容許市民跨區投票，使市民有更充裕時間
投票。

A12178



 

07205b22e5e98f3bce11c49bf1c4ac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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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79



 

19b3eeb1e1c39c7649857b08c9498f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nn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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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make sense 

A12180



 

1f71843cbf6fac93151f3609afdd07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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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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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81



 

31f0a610114166cc10ccebbd0e864d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PS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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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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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投票時間，反要加長時間及增加票站

A12182



 

95176ec26394aa53c5d79d5d84b246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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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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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維持過往的投票時間方便香港市民去投票。

A12183



 

d4c4a3633343357f8fa4228fcada944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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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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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84



 

b693990011fc534c12e3392bf65898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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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時間對整體完成時間沒有幫助，反而令市民對政府印象更獨裁，更不
願意讓市民投票

A12185



 

e842d6179957bc70fad24036bf83a0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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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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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86



 

c204a58f0085525698d5804ec38e57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 T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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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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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87



 

efeb4e000964f16f969d52d3cb774c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徐永傑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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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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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延長投票時間

A12188



 

492dacd2cb48655824a822034822a2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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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現時投票時到末段常有人龍，實應加長整個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89



 

be5edf4a8aab17e046ad529825774f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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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不滿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0



 

 

39e8362f3b5cf3b4ea85275b5b02335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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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1



 

8a3a2bb1ee299903160b755f458d9c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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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2



 

cdbca72b7198fd4bd5e6d8456043a7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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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時間不能解決人龍問題,應該推出更加方便快捷的投票方法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3



 

f0b6cf3f82c3c7ac353a297ddea862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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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4



 

468a123099678e170bf305711a0b92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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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要求橫行霸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5



 

70e1917a6870cce2b0dae264298fe88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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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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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A12196



 

31deb88ff3e6e74bd57f4477d1a7011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ia Wink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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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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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197



 

dc7acdffb3496623a39ea8c2004b1d7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Yue He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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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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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2198



 

 

10e3704de4307fec6af23a7a385d39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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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反對! 為何不縮減早上時段？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199



 

185c0e9fce37abd13b531db58a1b534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earl POO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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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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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每次全港性投票均會有人龍出現，而最近一次立法會選擇更出現因場地租
用選擇減少所導致的人龍，由此更直接顯示出投票時間及空間的需求從未減少，反而
需要增加。

A12200



 

 

58ab498c4eb8441b65b83cfcd3a6636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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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投票時間都可能唔足夠，但依家重要縮短。要再縮短投票時間係不
合理決定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201



 

788381a5a11817d140026c7b7fd2ee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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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The suggestion is insan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202



 

dd0455808976230dadf6d899edcfd2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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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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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

A12203



 

dcf2dc07e2156b34737754a3e98e9fb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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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204



 

cdbad75aa500dab6d71a702a7c0954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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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由於各種原因，常見亱班ㄧ族趕往票站輪候投票，可見其熱熾投票之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2205



 

b45da697583281c5b3a77694a06a36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梁耀錦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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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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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極度反對，政府顯然與民為敵，和林鄭月娥所謂的修保撕裂背道而馳

A12206



 

838ba44597c85c57b85a1e6fc4066f7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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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207



 

fd8ba6760cf26967a4c67334018721b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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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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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208



 

cde9e68a9ba308e9cbb145947cdb9b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ng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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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2209



 

5a11d1809533364ea3d334f02607c5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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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因為很多人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要晚一點才可以投票,如縮短時間對他們不公
平.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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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42e3b2c5c91e743672296586c9ad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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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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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fda6d6b7a7095690bd4764f1f81e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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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實捨本逐末，根據過往票站末段出現人龍情況，應該檢討票
站晚上開放時間及彈性加開投票間等的措施，而非縮短投票時間犠牲選民投票時間及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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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ef3f52ae60eefec03a29b1c51463e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1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慧玲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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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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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政府為配合民建聯，為減低投票率而作出的提議

A12213


	20171229-1059(4)
	20171229-1059(5)
	20171229-1059(6)
	20171229-1100(1)
	20171229-1100(2)
	20171229-1100(3)
	20171229-1100(4)
	20171229-1101(1)
	20171229-1101(2)
	20171229-1101(3)
	20171229-1101(4)
	20171229-1101(5)
	20171229-1101(6)
	20171229-1101(7)
	20171229-1101(8)
	20171229-1101(9)
	20171229-1101(10)
	20171229-1102(1)
	20171229-1102(2)
	20171229-1102(3)
	20171229-1102(4)
	20171229-1103(1)
	20171229-1103(2)
	20171229-1103(3)
	20171229-1104(1)
	20171229-1104(2)
	20171229-1104(3)
	20171229-1104(4)
	20171229-1105(1)
	20171229-1105(2)
	20171229-1105(3)
	20171229-1105(4)
	20171229-1105(5)
	20171229-1105(6)
	20171229-1105(7)
	20171229-1106(1)
	20171229-1106(2)
	20171229-1106(3)
	20171229-1107(1)
	20171229-1107(2)
	20171229-1107(3)
	20171229-1107(4)
	20171229-1107(5)
	20171229-1107(6)
	20171229-1107(7)
	20171229-1108(1)
	20171229-1108(2)
	20171229-1108(3)
	20171229-1108(4)
	20171229-1109(1)
	20171229-1109(2)
	20171229-1110(1)
	20171229-1110(2)
	20171229-1110(3)
	20171229-1110(4)
	20171229-1111(1)
	20171229-1111(2)
	20171229-1111(3)
	20171229-1111(4)
	20171229-1111(5)
	20171229-1112(1)
	20171229-1112(2)
	20171229-1112(3)
	20171229-1112(4)
	20171229-1112(5)
	20171229-1113(1)
	20171229-1113(2)
	20171229-1114(1)
	20171229-1114(2)
	20171229-1114(3)
	20171229-1114(4)
	20171229-1115(1)
	20171229-1115(2)
	20171229-1115(3)
	20171229-1115(4)
	20171229-1115(5)
	20171229-1116(1)
	20171229-1116(2)
	20171229-1116(3)
	20171229-1116(4)
	20171229-1116(5)
	20171229-1116(6)
	20171229-1117(1)
	20171229-1117(2)
	20171229-1117(3)
	20171229-1117(4)
	20171229-1117(5)
	20171229-1118(1)
	20171229-1118(2)
	20171229-1118(3)
	20171229-1119(1)
	20171229-1119(2)
	20171229-1119(3)
	20171229-1119(4)
	20171229-1119(5)
	20171229-1119(6)
	20171229-1120(1)
	20171229-1120(2)
	20171229-1120(3)
	20171229-1120(4)
	20171229-1120(5)
	20171229-1120(6)
	20171229-1120(7)
	20171229-1120(8)
	20171229-1121(1)
	20171229-1121(2)
	20171229-1121(3)
	20171229-1121(4)
	20171229-1121(5)
	20171229-1121(6)
	20171229-1122(1)
	20171229-1122(2)
	20171229-1123(1)
	20171229-1123(2)
	20171229-1124(1)
	20171229-1124(2)
	20171229-1124(3)
	20171229-1125(1)
	20171229-1125(2)
	20171229-1125(3)
	20171229-1125(6)
	20171229-1126(1)
	20171229-1126(2)
	20171229-1126(3)
	20171229-1126(4)
	20171229-1127(1)
	20171229-1127(2)
	20171229-1127(3)
	20171229-1127(4)
	20171229-1127(5)
	20171229-1128(1)
	20171229-1128(2)
	20171229-1128(3)
	20171229-1128(4)
	20171229-1128(5)
	20171229-1129(1)
	20171229-1129(2)
	20171229-1129(3)
	20171229-1130(1)
	20171229-1130(2)
	20171229-1130(3)
	20171229-1131(1)
	20171229-1131(2)
	20171229-1131(3)
	20171229-1131(4)
	20171229-1132(1)
	20171229-1132(2)
	20171229-1132(3)
	20171229-1132(4)
	20171229-1132(5)
	20171229-1132(6)
	20171229-1132(7)
	20171229-1132(8)
	20171229-1133(1)
	20171229-1133(2)
	20171229-1133(3)
	20171229-1133(4)
	20171229-1134(1)
	20171229-1134(2)
	20171229-1134(3)
	20171229-1134(4)
	20171229-1135(1)
	20171229-1135(2)
	20171229-1135(3)
	20171229-1135(4)
	20171229-1135(5)
	20171229-1135(6)
	20171229-1136(1)
	20171229-1136(2)
	20171229-1136(3)
	20171229-1136(4)
	20171229-1136(5)
	20171229-1136(6)
	20171229-1136(7)
	20171229-1137(1)
	20171229-1137(2)
	20171229-1137(3)
	20171229-1137(4)
	20171229-1137(5)
	20171229-1138(1)
	20171229-1138(2)
	20171229-1138(3)
	20171229-1138(4)
	20171229-1139(1)
	20171229-1139(2)
	20171229-1139(3)
	20171229-1140(1)
	20171229-1140(2)
	20171229-1140(3)
	20171229-1140(4)
	20171229-1140(5)
	20171229-1141(1)
	20171229-1141(2)
	20171229-1141(3)
	20171229-1141(4)
	20171229-1142(1)
	20171229-1142(2)
	20171229-1142(3)
	20171229-1142(4)
	20171229-1142(5)
	20171229-1142(6)
	20171229-1142(7)
	20171229-1142(8)
	20171229-1143(1)
	20171229-1143(2)
	20171229-1143(3)
	20171229-1143(4)
	20171229-1144(1)
	20171229-1144(2)
	20171229-1144(3)
	20171229-1144(4)
	20171229-1144(5)
	20171229-1144(7)
	20171229-1145(1)
	20171229-1145(2)
	20171229-1145(3)
	20171229-1145(4)
	20171229-1145(5)
	20171229-1146(1)
	20171229-1146(2)
	20171229-1146(3)
	20171229-1146(4)
	20171229-1146(5)
	20171229-1146(6)
	20171229-1147(1)
	20171229-1147(2)
	20171229-1147(3)
	20171229-1147(4)
	20171229-1148
	20171229-1149(1)
	20171229-1149(2)
	20171229-1149(3)
	20171229-1150(1)
	20171229-1150(2)
	20171229-1150(3)
	20171229-1150(4)
	20171229-1150(5)
	20171229-1150(6)
	20171229-1151(1)
	20171229-1151(2)
	20171229-1151(3)
	20171229-1151(4)
	20171229-1151(5)
	20171229-1151(6)
	20171229-1151(7)
	20171229-1151(8)
	20171229-1152(1)
	20171229-1152(2)
	20171229-1152(3)
	20171229-1152(4)
	20171229-1152(5)
	20171229-1152(6)
	20171229-1153(1)
	20171229-1153(2)
	20171229-1153(3)
	20171229-1153(4)
	20171229-1153(5)
	20171229-1153(6)
	20171229-1154(1)
	20171229-1154(2)
	20171229-1154(3)
	20171229-1154(4)
	20171229-1154(5)
	20171229-1154(6)
	20171229-1154(7)
	20171229-1155(1)
	20171229-1155(2)
	20171229-1155(3)
	20171229-1155(4)
	20171229-1155(5)
	20171229-1155(6)
	20171229-1155(7)
	20171229-1155(8)
	20171229-1156(1)
	20171229-1156(2)
	20171229-1156(3)
	20171229-1156(4)
	20171229-1156(5)
	20171229-1156(6)
	20171229-1156(7)
	20171229-1156(8)
	20171229-1157(1)
	20171229-1157(2)
	20171229-1157(3)
	20171229-1157(4)
	20171229-1157(5)
	20171229-1157(6)
	20171229-1157(7)
	20171229-1158(1)
	20171229-1158(2)
	20171229-1158(3)
	20171229-1158(4)
	20171229-1159(1)
	20171229-1159(2)
	20171229-1159(3)
	20171229-1200(1)
	20171229-1200(2)
	20171229-1200(3)
	20171229-1200(4)
	20171229-1200(5)
	20171229-1201(1)
	20171229-1201(2)
	20171229-1201(3)
	20171229-1201(4)
	20171229-1201(5)
	20171229-1202
	20171229-1203
	20171229-1204(1)
	20171229-1204(2)
	20171229-1204(3)
	20171229-1204(4)
	20171229-1204(5)
	20171229-1204(6)
	20171229-1204(7)
	20171229-1205(1)
	20171229-1205(2)
	20171229-1205(3)
	20171229-1205(4)
	20171229-1206(1)
	20171229-1206(2)
	20171229-1206(3)
	20171229-1206(4)
	20171229-1207(1)
	20171229-1207(2)
	20171229-1207(3)
	20171229-1207(4)
	20171229-1207(5)
	20171229-1207(6)
	20171229-1207(7)
	20171229-1208(1)
	20171229-1208(2)
	20171229-1208(3)
	20171229-1208(4)
	20171229-1208(5)
	20171229-1209(1)
	20171229-1209(2)
	20171229-1209(3)
	20171229-1209(4)
	20171229-1209(5)
	20171229-1209(6)
	20171229-1210(1)
	20171229-1210(2)
	20171229-1210(3)
	20171229-1210(4)
	20171229-1210(5)
	20171229-1211(1)
	20171229-1211(2)
	20171229-1211(3)
	20171229-1211(4)
	20171229-1211(5)
	20171229-1211(6)
	20171229-1211(7)
	20171229-1212(1)
	20171229-1212(2)
	20171229-1212(3)
	20171229-1213(1)
	20171229-1213(2)
	20171229-1213(3)
	20171229-1213(4)
	20171229-1213(5)
	20171229-1213(6)
	20171229-1213(7)
	20171229-1214(1)
	20171229-1214(2)
	20171229-1215(1)
	20171229-1215(2)
	20171229-1215(3)
	20171229-1216(1)
	20171229-1216(2)
	20171229-1216(3)
	20171229-1217(1)
	20171229-1217(2)
	20171229-1217(3)
	20171229-1217(4)
	20171229-1217(5)
	20171229-1218(1)
	20171229-1218(2)
	20171229-1219(1)
	20171229-1219(2)
	20171229-1219(3)
	20171229-1219(4)
	20171229-1220(1)
	20171229-1220(2)
	20171229-1221(1)
	20171229-1221(2)
	20171229-1221(3)
	20171229-1221(4)
	20171229-1221(5)
	20171229-1221(6)
	20171229-1221(7)
	20171229-1222(1)
	20171229-1222(2)
	20171229-1223
	20171229-1224(1)
	20171229-1224(2)
	20171229-1224(3)
	20171229-1225(1)
	20171229-1225(2)
	20171229-1225(3)
	20171229-1225(4)
	20171229-1225(5)
	20171229-1225(6)
	20171229-1225(7)
	20171229-1225(8)
	20171229-1226(1)
	20171229-1226(2)
	20171229-1226(3)
	20171229-1226(4)
	20171229-1226(5)
	20171229-1226(6)
	20171229-1227(1)
	20171229-1227(2)
	20171229-1228(1)
	20171229-1228(2)
	20171229-1228(3)
	20171229-1228(4)
	20171229-1229(1)
	20171229-1229(2)
	20171229-1229(3)
	20171229-1229(4)
	20171229-1229(5)
	20171229-1230(1)
	20171229-1230(2)
	20171229-1230(3)
	20171229-1230(4)
	20171229-1230(5)
	20171229-1230(6)
	20171229-1231(1)
	20171229-1231(2)
	20171229-1231(3)
	20171229-1231(4)
	20171229-1232(1)
	20171229-1232(2)
	20171229-1232(3)
	20171229-1233(1)
	20171229-1233(2)
	20171229-1233(3)
	20171229-1233(4)
	20171229-1233(5)
	20171229-1233(6)
	20171229-1234(2)
	20171229-1234
	20171229-1235
	20171229-1237(1)
	20171229-1237(2)
	20171229-1237(3)
	20171229-1237(4)
	20171229-1237(5)
	20171229-1237(6)
	20171229-1237(7)
	20171229-1238(1)
	20171229-1238(2)
	20171229-1238(3)
	20171229-1238(4)
	20171229-1238(5)
	20171229-1239(1)
	20171229-1239(2)
	20171229-1239(3)
	20171229-1240(1)
	20171229-1240(2)
	20171229-1240(3)
	20171229-1241
	20171229-1242(1)
	20171229-1242(2)
	20171229-1242(3)
	20171229-1243(1)
	20171229-1243(2)
	20171229-1244(1)
	20171229-1244(2)
	20171229-1245
	20171229-1246(1)
	20171229-1246(2)
	20171229-1246(3)
	20171229-1246(4)
	20171229-1247(1)
	20171229-1247(2)
	20171229-1247(3)
	20171229-1247(4)
	20171229-1247(5)
	20171229-1248(1)
	20171229-1248(2)
	20171229-1248(3)
	20171229-1250
	20171229-1251(1)
	20171229-1251(2)
	20171229-1251(3)
	20171229-1251(4)
	20171229-1252(1)
	20171229-1252(2)
	20171229-1253(1)
	20171229-1253(2)
	20171229-1254(1)
	20171229-1254(2)
	20171229-1254(3)
	20171229-1254(4)
	20171229-1254(5)
	20171229-1254(6)
	20171229-1254(7)
	20171229-1254(8)
	20171229-1255(1)
	20171229-1255(2)
	20171229-1255(3)
	20171229-1255(4)
	20171229-1255(5)
	20171229-1256(1)
	20171229-1256(2)
	20171229-1256(3)
	20171229-1256(4)
	20171229-1256(5)
	20171229-1256(6)
	20171229-1257(1)
	20171229-1257(2)
	20171229-1257(3)
	20171229-1257(4)
	20171229-1258(1)
	20171229-1258(2)
	20171229-1258(3)
	20171229-1258(4)
	20171229-1258(5)
	20171229-1258(6)
	20171229-1259(1)
	20171229-1259(2)
	20171229-1259(3)
	20171229-1300(1)
	20171229-1300(2)
	20171229-1300(3)
	20171229-1301(1)
	20171229-1301(2)
	20171229-1301(3)
	20171229-1302(1)
	20171229-13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