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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db61e254b0999ad496b21556631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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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不方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69



bfcba0e5d91d2c4840ee45f8a3864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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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陳景勝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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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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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要方便民眾

A14870



4551f1c2d9aa2f8220bdc933299536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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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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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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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應提供更多過往投票中各時段投票情的資料給市民參考, 並安排足夠
渠道及時間給市民了解, 討論及提意見, 要按市民意見決定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71



bf1d19245595aa9f753e397bd51db3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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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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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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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72



240879daeb8b3601031d22b99a7416b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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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反對。因這會阻礙市民行使投票的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73



e9f576561c7774673e7fe9309491753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恩浩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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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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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星期日仍有香港選民要上班，不宜縮短投票時間。

A14874



592207868705f88cece39424832a5a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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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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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75



80d9b3407ac3a8eaf8e85a9298e928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毅鵬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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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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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剝奪了市民的投票權利，亦不考慮市民的實際需要

A14876



 

0de9c746996752167914593a5b9ed4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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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市民的權利反對縮短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77



110e2e3241ec0bb6586e78a3ffb5391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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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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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878



da74cd16bee2c8c1527e7a8ea928b32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o Ka Yi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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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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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該縮短，而是加長時間，以便市民表達意見

A14879



7b13719e13cbdd1f13fd967e5a1557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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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缩短投票時間會另到上班人士投票不方便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80



 

e1f7bccdf62b652040012c2d89ef5c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eung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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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夠時間投？唔洗番工咩

A14881



a2cd13f78934f2a9303328d19efea7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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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82



941302f65345b18ec787dfa9a8ef2b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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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冇此必要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83



aa6453263f37b597662c18ef955e59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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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係一定就到時間投票

A14884



ebd3d18b0199dbb1621d36efe052574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永樑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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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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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唔方便

A14885



9a36af68ec078cfd85065a2ef8b045c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c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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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886



39c0882f645e47a1b53f6d8f67243a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ok Chi Mi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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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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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can not accept 

A14887



8f68f0809dd644fae3ba8b937c6bc5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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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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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收緊公眾分享選舉資訊的限制; 反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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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888



b127285b220b73af9efd026d2d93e9b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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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889



99dbd48b36f548470ff5fd9fe02048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trick W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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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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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要縮短

A14890



9e0143afa86805d319a66b8f7e154a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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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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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91



 

15a49067efefbdd44ca7ccaf11bbc1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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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政治決定打壓小數者的方式

A14892



cbd093e67b47eddb0fd1c733222cca0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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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93



47c5c5722ca464986fd3c02cc40a30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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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94



411d49cb31216c4352a1bf46afbbd8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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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95



a7ea68bb289ee2d634621fbef013ebe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e Kam h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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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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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896



109aa91e7948c61c20f2668b7d9d26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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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97



f7c4eb8ec400d2e8f773c115bac71d4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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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不應該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898



68efd48ec470d65663b9ced7be7238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drew WAT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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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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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4899



4dd4a57f3bfeb1671b751c8f8b2322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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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00



67795ae2672c052c3cd129fd93e721a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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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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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01



6a533c06b4f3e4d953aed5958bffd3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W h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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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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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投票時間！更應該增加人手及增加投票時間

A14902



9dda1ad1c4ebef0e29bb3ed52c8b41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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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諮詢文件第4.04段中的每小時投票率見到，頭三個小時，即早上 
7:30-10:30的投票都低於其他時段的7%。如果政府有意縮短投票時間，應該改由早上 
10:30開始。

A14903



f710ff8652b96c5052f81afba2257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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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04



86d319a9a566ea5dc17676099273fb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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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05



39ecda650988f49b4d26cdb8057394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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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06



a64118c6d1aad434a701508f2fd9dfc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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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理應提供最大空間、幅度讓公民履行公民責任及權力，不能以經濟因
素收窄權利，應按照法理之合理性，以回應實際投票情況的態度進行選舉。

A14907



6d13f3c4f7601215b60940ed79f5d98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ily Sz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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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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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應剝奪巿民投票權

A14908



902dc146d661ff836a43628b739542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楊光銳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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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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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909



4203ab4ed3b2da7d3b4f51b83661f93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hnny Nga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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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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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4910



20a57bfcb4c46f63b9687510075a8ca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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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11



c3f10c77cbb23335b91702c42ae4cc6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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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沒誠意對問題作深入討論，只流於形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12



c7f97365f10bd30f6fb28925049667e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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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13



b4c0edccee4e271791ead93451fc75e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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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14



69c44095ebfb0c32cc0da9b02874d36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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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不贊成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15



6d3a554b552b193753947a24560d88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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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16



f45b1055336242152d86ab145673d0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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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17



1c6201e1b138d494478286d70fa7061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ing s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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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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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918



41c86b5bcf9a20d7b3069efc37f889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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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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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如增加人手加快投票程序，例如開多幾條隊對身份證

A14919



20c9fa5703340ba35c03dee4843bd4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賴偉清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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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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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要給市民充足投票時

A14920



9b1ca58a4c34e49aab32e3f9ff8ba6e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ui CHUN Wah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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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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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21



6d003fa38a1c34fe4a3dbfdf82d503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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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22



33d7278e9e8c5510dd5b6cf0f120b4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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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23



4d2edc488f34257ca9681a575bca408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O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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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極不理想。應維持現狀。

A14924



a761a439036085e298a9ac4fc54f646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Sai h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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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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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4925



3a60324ff2abfd06f02057254aaa4a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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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26



2c3c27436dcca57a5df4255502d974e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Vincent Wai Shu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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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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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27



8c3b9f9380d1db5839ce5f11f9bc3a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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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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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28



d260dbbb09b19ad4d988421f92b82a3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伍芷君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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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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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929



203aae3d4112f11f8db37e778952721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綺雯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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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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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應關顧有些打工仔下班時間較晚，縮短投票時間會剝奪他們行使公民
權利。

A14930



24f7e893953c12b5bb4b01336c6f445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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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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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31



59f60d766aa3f96c1027c1d55e9267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y S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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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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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以上三點

A14932



8fb928bf48b2114070c9e26e6e84dd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江柏灝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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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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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4933



9e54f576e98f74bdc23951cf3df4316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enus H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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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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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34



3215c8efc42d655205e72719cd6a11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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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泛民或建制，縮短投票時間只會令可投票人數減少。更不能取得更
大基數來表達民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35



f59d746e6b0f676b34ec8eb12cf238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寶兒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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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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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唔延長反而縮短改夜晚先開始投票直至第二朝

A14936



d4d094311c3fb53ce4152a463badf8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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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37



05cc056d387e15fa295be2980b16ae3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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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38



307cff6a3bcbe2bd42dd6675bedbd68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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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

A14939



43760db40dd34559fc56fae92aaba67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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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40



ad8fe355f84bb91aa4c362961da4434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榮基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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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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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依照去年的投票時間

A14941



846c2543ecab912184df26672e7d960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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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同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42



d2e4aec3c7e8d81f4427b9edfffae45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葉慧雯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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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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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投票時間會削弱公民投票權利

A14943



81df7da487fbe18062831e1d3645e8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杨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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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44



4af8826efb1b2f21a4ef7e489c4487c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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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同意，若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遲到達會場，等於剝奪市民投票的權利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4945



d71fb7b4a99d906fefbf3bdb7c0af6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ang Tsz Mi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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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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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14946



67747e13663c3cbc20da07ac70a1b5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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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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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对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47



a5c80385d9edc87d66f3ddf5fc866ac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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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增加投票站數目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48



25d5ef20747917385699451e38c323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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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4949



94835b33254677f7f9c18fc84038a9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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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50



8f5aaa4ad1a4d831b213c96115ab77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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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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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51



904ea8e64f17ad551df5f7b3ac98e81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 chim y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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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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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4952



48e0fccff01a836b6485bab18769271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m Ching H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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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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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5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1
Subject: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隨電郵附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意見
書」，請查收。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賜電 與本會秘書部盧偉明先生聯絡，謝謝。 

2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0171229-Subm ss on-HKPTU pd171229-Submiissiion-HKPTU..pd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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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的

意見書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就著《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會）

有以下意見： 

1 就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方面，教協會歡迎《諮詢文件》的建

議，豁免第三者因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表意見而構成選舉廣告並因而招致選舉

開支所導致的刑責。教協會亦同意，上述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限制適用於電費和上網

費。 

2 就在選舉調查的規管方面，教協會反對規管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

查。教協會亦反對規管在投票日之前進行有關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調查，以保障資訊流

通，及選民的知情權。 

3 就投票時間方面，教協會反對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誠如《諮詢文件》第 4.07段所述，

從 2015年區議會選舉及 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數據可見，投票日各時段的投票人

數大致平均，而縮短投票時間，既不會節省資源，但又會影響投票率，降低了選舉的認

受性，結果是得不償失的。

～ 完 ～



d06356cecaee0fac53724d3b388de8f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玉婷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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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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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會直接影響選民投票的權利，而且減省的成本有限。所以不
希望縮短投票時間。

A14955



35b648d47adcd1decfefa31facf0a34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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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
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與其縮短投票時間，更應該選擇方便當區市民的地點作為票站。市民才更
彈性的選擇投票時間以防人群不集中於一時段投票。

A14956



5f68672806ddb3075ce1ee7f23a1c9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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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上, 已顯示仍有很多選民正在輪候投票, 所以不能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57



3ef0e870bccf6ea78c9c6ddc4bd4c2b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王立中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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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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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此舉乃漠視香港市民工時過長的現實，剝奪合資格選民的公民權利。

A14958



91e46bf5774ee28f92603910c174d71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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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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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59



f9b8775bb2cd216e0045e09427b01b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tm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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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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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60



bdf27640a50bcd399fd26aeaff96398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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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安排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61



ae3f0e9d0f511db9e84a652c67a53d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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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是作為市民要盡的責任，亦是政府希望教導市民的公民責任，而縮短
時間實在是這方向的倒退，令市民更難去履行市民責任。另外；民調是民主開放社會
中的基本，政府禁止民間民調會令國際社會看香港的民主、開放城市地位嚴重退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62



abfa682c86baa108a81c275cb95e165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wok SF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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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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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時的投票時間，切勿縮短。

A14963



92d778afe3f9d39d42df7981e0c9df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Is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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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其中－選民，為要令全民參與，這是政府承諾，不能違反，因此
強烈要求增加投票時間為兩小時，以便達到全民參與。

A14964



e7d5095aba5a1f9b1d5891dde568095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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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未有足時間去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65



5ca2599fa2033ba17fe9405888608c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o Ch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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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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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966



5d6c5a4b99e8be2aeee8ece95f0b0a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k cind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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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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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如仿效其他國家多幾日投票日，一日太少了，仲要縮短時間

A14967



51f198e0dad82955cf33bedcd18562e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aymond Mak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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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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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68



3948bee882abf281b45fe35b03bec8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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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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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十分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69



85df78d2c0f4e8b2d41aac86aa81c41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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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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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該減少選民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70



1ad1ce7956d1b3d2e410c71aa873791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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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公眾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71



3b3c2bf52899bbae33a37a6ada936d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va W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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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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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合理

A14972



23452c844b096fd7e1da66db7e27a0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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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能鼓勵選民投票，反而阻礙選舉

A14973



0e5c3c1f72b4cd3873474735d5eb84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wing y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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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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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974



83a5e19d36594d89e1ce0812f076218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ncent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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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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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

A14975



50f26b34484dba48033f00a5b16feb3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漢南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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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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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76



e753290ddaddcb08b27150744bca62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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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時間，這樣做是不尊重和不認真的收集投票。

A14977



c7a7473aa5d3b74a0b44d5ffaaaf6e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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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It is not necessary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78



e464a00cf5dcafcd895c02832d2327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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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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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今次縮時間，下次縮投票站，跟住就左限又限，投票祗是做樣，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79



0c14eef7b5fcd0f1e683facc90e4295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ing Yat H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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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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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80



2259113c5b260299adcf4e5fbbc47ce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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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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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81



eadc2ddc2d45b810d466c08df21141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鄒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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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4982



d87493d844c99c09a8058569dc4e34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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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建議根本指在降低投票率及方便建制派壟斷立法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83



07b9cd7752bee8ff31023dbe98a5d6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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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減時間。

A14984



77847a524138f12a8485a6e758352e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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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85



205154185154b5dbef6ec47ff805f02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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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唔想香港人投票所攪小動作，討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86



ed505368d814abe6aed0a4afc05169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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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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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87



b5e715d2a9446c1204b3aa44d07025f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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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e 

A14988



edb0fa7b91bf4de2aa3449b0af70ae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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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89



98f6a244f1fc2aea7e54f5394af62bc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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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投票率，無助市民行使公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90



e3559c4b4c40a64146a912111b57e76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imon M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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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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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得民心的政府才會做這麼多小動作。

A14991



3a4547d91077f1af5a11c5437a4a26b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o yin pi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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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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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要求

A14992



d8de4985fff1183285e1bf2a161333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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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対。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93



1fe270193487b7f28b5a749752927e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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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994



2c8a22c1fa1a98e334a36b935523c13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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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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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95



28fe757417dd1654d645d87c6d8aa9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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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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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時間應該以方便市民為主，縮短時間是背道而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96



5fda54e5b111f9232bfc8ec244a51fe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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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97



14b23bc5a76ed801514640a721c0611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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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4998



87e02fb7079153f8170584f5ff6ec5d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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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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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4999



bf6716e479487b916e5614166d193ed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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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000



e110eb53cd292408cabf70fdd88d1dc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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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很過份！不能這樣剝削香港市民的投票權利。

A15001



2d5288ef3606011f2b7ab50c717b26f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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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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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02



a7ab3a4e180c6856520b49a7d69af9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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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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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應該延長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03



315a378b389abd87720f4b7bbe59ec2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iona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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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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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令工時長的人仕沒法趕投票，所以我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5004



714b9e531da32a3281cb7e75ed919e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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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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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05



11d5ad47f0d71a8bee9e3cc2b691c4a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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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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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06



8970b0585165627299889e4706e99b4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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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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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企圖以此舉操控選舉結果,終將使其可信度大大降低。同時亦會繼續令
市民與政府背道而馳。

A15007



c09c7b168d27bed792f26685a7c560e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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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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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08



439b87b0bd6ed459e8531f6ba7912f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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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希望投票時間不變方便所有選民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09



7c6f0c7ea648271a82c591ce323565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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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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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10



7e4d3c74307ede64deac216bfa9a0e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ris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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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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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A15011



3e9d98f895b2de7fea9e4312bf4e25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P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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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12



90a51b02965d84840f9c40b23a7bb0a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Long Yi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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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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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強烈反對

A15013



e6f78f3ddd8123496920c8d49f61af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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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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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剝奪需要10時後才可投票的選民的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14



98afacb5ddfd8f067d8f68433f7c9f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林璐芸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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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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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可設計一些更有效分流方式投票

A15015



9c4648d7125b307a428a92a6630280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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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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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維持現狀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16



478fc2561525c38b9d4d7a87274b83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o Chun K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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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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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可縮短投票時間

A15017



015d52c7e773295ca8eb54d99d248a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何永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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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令投票時間不足投不到票

A15018



  

f376418f468b74965c15712ebb680a5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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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莫視跨區工作選民既投票權，極 ”離地” 

A15019



508d3c34baf8fa504da3dfb615e4b3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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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5020



e01643fe3d6c1afae05b523959f878b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atrick La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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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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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021



64b21007380bff689ed11841dd5ab94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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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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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缩短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22



5e338d391ddac160f7d8fc5bb0de4a6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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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便民的措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23



55ee6c7e35fa390cf1269a6891733a5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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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The time period for voting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morning of second day 

A15024



781958dc1a439efb3639fbdb4c5353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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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這是權利，不能減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25



f8b34c65bcb669a874d3fb957fe52b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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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何莊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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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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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根據過往投票情況，很多選民會於投票時限前前往投票，故強烈反對縮短
投票時間。

A15026



72f975741e0f64ebe79f16a2a83cb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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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To Ming Y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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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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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To Ming Yan 

A15027



caada24c93031cb0ed5882d6c7d9f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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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蕭宏博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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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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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對市民權利毫無尊重。只想怎樣便怎樣。太霸度了。

A15028



ffbe066bc1904d1a607a7af222b3dae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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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
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局長你太得閒冇野做？有正經事唔做，專門做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事，香
港人的權利一點一滴被你們這些所謂的政府高官剝奪。不賢者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
眾也。沒有能力便退位讓賢，如斯戀棧權位只會為香港招致惡果

A15029



9ce296a630091832ff221c8c21d50df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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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納稅人和不同行業的打工老中青港人，沒有標準工時（正所謂有返工
冇放工，（加班沒津貼，早走扣津貼）。香港其實要正式定法例投票日是假期不用上
班，要假日及早晚當值的選民，可憑工作証明提早投票/郵寄投/官方網上投。香港每一
個合資格選民，投票是天經地義的權利，絕對到能被肆意削弱甚或變相剝奪其投票
權。

A15030



cd33142d6ad27d365632a45eec2695b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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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5031



222bb38d2c560ca4f44b8d634e3a405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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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些市民需要加班或輪班工作，又或者需要參加一些活動之後才能去投
票站投票。政府應該鼓勵更多市民參與投票，不應為了方便行政程序而縮減投票時
間，投票日主要是要市民投票，不是主要處理行政工作，不要本末倒置。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32



83c8e3b468b1780088543fb1ea7514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ng Kwok Ya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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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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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一向立場是行之有效的安排不應隨便改變所以為何要縮短投票時間
呢？

A15033



757045ca320486f351e1575e3dfbf5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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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因為沒有需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34



b7e40b3b541d425ff4a8c4ffdead33b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方齊鉦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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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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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較晚放工如輪班工作者難以履行公民責仼到票站投票

A15035



4dc1fc895acfadfc9a943b35a3948e7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鍾震宇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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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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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我只認為現屆政府想藉此推高保皇黨勝算

A1503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5 
Subject: 有關投票選舉問題建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第二組：

有關香港投票選舉問題，本人有以下建議： 

1）投票時間可作出調整：
希望可以將開始投票時間定為0830，投票結束時間則提前為2030，另制定限時封閉投
票箱及關閉投票站大門的規定。 

2）要求放寬登記地址限制：
有很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居住，在港沒有住址證明，但他們是香港居民就應當履
行投票權利，不可以單純因爲不能提供本地的住址證明，而喪失投票資格。

希望上述建議能得到政府的考慮及採納，謝謝！

香港居民：(署名來函) 

2017年12月29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來函載有商業廣告字句不在此刊載。)

A15037



a61580391f2cc139a5a37ad41e7c62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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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有損公民行使政治公民權

A15038



355b7a964d63128615921c77ab4888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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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剝削了可投票的時間和空間

A15039



38352d1e8ae88aad38634a5def5e94c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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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輪班工作，故必須爭取投票選舉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40



705c37388d12db7dc5062d27a8e300b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俞焯婷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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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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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4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8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

一﹚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可考慮豁免第三者刑責。

二﹚投票時間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投票日雖安排在星期日，卻非公眾假期，仍有許多人要上班，工作地點亦可能遠離居住地點，
他們只能在上班前或下班後投票，縮短投票時間將影響他們的投票權利。
過往選舉中，最後一小時的投票率最高，並沒理據提早結束投票。香港人普遍晚睡，亦習慣晚
飯後始投票，相對而言，票站應安排較多人手於晚間協助選民投票，以及點票。而基於早上投
票率較低，早上可安排較少人手。
票站普遍設於學校，投票間及點票處通常設於學校禮堂，就算延遲歸還場地，對學校運作影響
有限。以場地為由，提早或縮短投票時間，理據並不充分。

A15042



bbbd50817ea36d7451076845642068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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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43



7e707796a76d07acdc051326857bda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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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星期日都有好多人需要返工，縮短投票時間對那些人極不公平，變相
減低他們的投票機會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5044



ae6768efb6709d1b1798a5d1d635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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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It makes it harder to express our opinions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45



8f254b2a4e89dcfa2af5fd2c582de96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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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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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46



f83296ebbfb1b948d39090b99eb66f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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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47



caa3201d5659c1a61aafae374a9e8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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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Kermit wat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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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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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建制派

A15048



 

b81b8e1343aba7f72ff1762d77b9eed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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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nsense, especially when most of the eligible voters need to work during 
daytime. The system should guarantee a fair voting mechanism to all Hong Kong people 

A15049



339bd67a69f73305232f43eaf76df9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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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工作又要進修，放工放學後才有時間投票，縮短會導致很多人沒機會
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50



cd49c5aaae5f6505dc82aa0d6b9f643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icl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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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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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51



1c89704659abffa3500cd89bd14217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u Wai Sh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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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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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縮短時間不是以方便體恤市民為首要條件,而是只按本旨辦事官僚主義。

A15052



16e07f5cefcbb4f1af33f215ac9c4b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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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
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絕對不能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53



37c497faeea24541ea475aaa45cbb5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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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54



02b71943d5a26dbdb759605b3a44d50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盧寶玉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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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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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縮短技票時間接不鼓勵市民政治參與。

A15055



13d80a619ecb2f6636060ffb9be0500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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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56



4cd203d35fd9c93acae677682c1d45d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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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因為會影響市民參與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57



da6ec8f28886c63d7c83c716fd529c3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o Pui La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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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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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058



33f96e43410ffaa5ae5927702f6d65e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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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政府另有不可告人目的

A15059



f556aba0494f136dfb8e4827ce26d4f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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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剝奪市民应有的投票權利

A15060



d1421fae51cdbaba7b592cff5ad7f6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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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61



c23970c32ff080138760a8dda518077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dy Hu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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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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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62



8f44a85de3246097d694dedd2a7e1c6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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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

A15063



caf9522dcc4ce78431d41d3aeee7bf2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enny Yit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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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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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增加每區票站數目

A15064



9e34497671c442fc1635d09ac2cded9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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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長龍的票站增加人手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65



23c4287e82fa7bb0423513258160f34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ok Kwan Sh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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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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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066



243b152f36206132dce845d8df22d3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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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67



df7f40490013b9a217c621b6bb2fd3b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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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68



4c48189748b54c03a96a818841b8c0f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彭孝通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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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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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強烈憤慨，烈反對

A15069



21b908aa2f35b3886508e5f0df8861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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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5070



2641de552e380a744f58b0990c2ee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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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m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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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keep the old schedule 

A15071



a8a87b027466e56b1f8df1ed60a87d4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cki Y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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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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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合理，妄顧選民權利

A15072



37c4c1e21088e4fa410ee1de98f17de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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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冇一條法例係話可以縮短投票時間，亦沒有試過。不應縮短選民的投
票時間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5073



c550c5478989bada480fe5296d2aa4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ong Wan ye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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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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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074



479a5cdce85f93b0d987350495cad5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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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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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75



e3f86b2d22556ffb99d9080d1ebea4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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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76



e82b30888625b2899a12a4322839c43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余美玉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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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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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77



3a15c706fc0eb96e578b5d09b32b83b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Ro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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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縮短投票時間有何好處，所以這變相為難真正想投票的人的應有權
利！

A15078



ddaea1d7533ad34b7f4c2625658cea2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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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以往投票經驗，雖不用作長時間排隊，但如縮短投票時間，假設投
票率及選民數目與以往相約，極大機會引致巿民需要更多時間投票，於票站出現人
龍，容易導致票站混亂，工作人員需面臨更大壓力。再者，政府經常鼓勵巿民登記做
選民及參與投票，縮短投票時間興政府的鼓勵根本是背道而馳，故我認為不應縮短投
票時間。

A15079



8c643bb1c12b5f5b3217fea79b0be3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ndy W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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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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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是否要各界為香港服務基層市民要集體請假一天去投票? 

A15080



de38133dac7303457130264b8a5f763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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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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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以上3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81



002bf0274648d526ba4550cc7afa4f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siah Chow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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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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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能剝削市民投票權利，一係政府先強制星期日投票日唔可以返工！

A15082



d1f73871e6b8b1d9d3ee792e8ce8c1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eung Tak Wa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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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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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智

A1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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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5 
Subject: The PLG Submission on the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Dear Sir/Madam, 

Thank you for seeking the public views on the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We write to 

provide our view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attached submission. For easy reference, a list of 

reference materials is also provided. All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can be found in the zipped 

file.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y or comment,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Regards, 

PLG 

Follow us: 

Facebook: 

Twitter: 

Website: 

Telegram: 

The PLG Submission on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pdfThe PLG Submission on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pdf List of Reference Materials.pdfList of Reference Materials.pdf 

SSuubbmmiitttteedd MMaatteerriiaallss..zzi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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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 
The Submission on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A. Introduction 

1. On 13 November 2017,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the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o invite views from the 
public on 3 issues related to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e.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published through the Internet (including social media) and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as well as the polling hours. 

2. In this submission, the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s (“the PLG”) will only provide its 
view on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The PLG reserves its position on the other 
two issues. 

3. In gist, the PLG recommends no change to be introduced to the current law on 
election surveys because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1) has failed to demonstrate a 
compelling reason in introducing such regulation which would significantly curtail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can bring unfairness and confusion to the election process 
and 3) can be futile and cause the electors inadvertently breaking the law. 

B. The Scope of Consultation of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4. Currently, there is no regulation under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conducted outside of the “no canvassing zone” (“NCZ”) on the polling day, and on 
election surveys conducted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e.g. by phone, on the Internet)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 1 

5. The Consultation Paper asks for opinions on: 

(1) Whether election surveys (including those on electors’ voting preference and 
choice) conducted outside the NCZs on the polling day should be regulated. 
Specifically, whether the announcement or disclosure of such survey results, 

1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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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e making of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andidates should be prohibited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 2 

(2)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election surveys on electors’ voting preference 
conducted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should be regulated. Specifically, whether 
the announcement or disclosure of such survey results or the making of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andidates 
should be prohibited on or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 3 (collectively “the 
Proposed Changes”) 

(3) Whether any change should be made to the existing regulation on exit polls on 
4the polling day ?

6. It is noted that the Proposed Changes do not regulate the conducting of election 
surveys but onl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results. 

7. It is further noted that the Proposed Changes do not limit themselves in regulating 
election surveys but also a particular kind of expression in which the cont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late to or is based on election surveys, i.e.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andidates”. 

C. Basic Principles of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and Certain Expressions 

58. Article 19 of the ICCPR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Basic Law by its Article 39 and is
adopted as Article 16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HKSAR v Ng Kung Siu6. 

9.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Comment No. 34 of the 10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he HRC”) which set 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 19 of ICCPR (freedoms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could be consistent with ICCP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Committee, in general comment No. 25 o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e 
right to vote, elaborated on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and 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vote. The free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about public and political issues 

2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12(a) 
3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12(b) 
4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12(c) 
5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6 (1999) 2 HKCFAR 442,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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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itizens, candidates and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is essential. This implies 
a free press and other media able to comment on public issues and to inform public 

7opinion without censorship or restraint.”  [emphasis added]

“Limitative scope of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ertain specific 
areas 

Among restrictions on political discourse that have given the Committee cause for 
concern are the prohibition of door-to-door canvassing, restrictions on the number 
and type of written materials that may be distributed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 Every restriction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paragraph 3. However, it may be 
legitimate for a State party to restrict political polling imminently preceding an 
ele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oral process.”8 [emphasis 
added] 

10.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of the General Comment No. 34 referred to the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No. 968/2001, Kim v Republic of Korea9, in which Mr Kim claimed 
that his conviction as a result of publishing public opinion polls during the electoral 
campaign period (i.e. before the polling day) was a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CCPR. The following passage of the Communication summarised its reasoning: 

“... The Committee notes the underlying reasoning for such a restriction is based on 
the wish to provide the electorate with a limited period of reflection, during 
which they are insulated from considerations extraneous to the issues under 
contest in the elections, and that similar restrictions can be found in many 
jurisdictions. The Committee also notes the recent historical specificities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es of the State party, including those invoked by the 
State part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 law restricting the publication of opinion 
polls for a limited period in advance of an election does not seem ipso facto to fall 
outside the aims contemplated in article 19, paragraph 3. … Accordingly, the 
Committee does not find a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Covenant in this regard.” 
10[emphasis added] 

1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the 
International IDEA”)11 published a set of guidelines setting out the 
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 standards applicable across a range of areas of electoral 

7 CCPR/C/GC/34 (2011), para 20 
8 CCPR/C/GC/34 (2011), para 37 
9 CCPR/C/84/D/968/2001 (23 August 2005) 
10 Ibid, para 8.3 
1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IDEA) is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supports sustainable democracy worldwide, its member states 
include Germany, Japan, Canada, Australia and Switzerland, see https://www.idea.int/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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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Electoral Standards: Guidelines for reviewing the legal 
framework of elections12. The following extract of the guidelines is helpful: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elections should ensure that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have access to the media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media owned or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so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can be informed of the political 
platforms, views and goals of al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 A country’s legal framework should contain the following guarantees: 

• That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are given the necessary legal 
guarantees to enable them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on a basis of 
equitable treatment before the law and by the state authorities; and 

• That no legal or administrative obstacle stands in the way of access to the 
media on a non-discriminatory basis for all political groupings and individuals 
wish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13 [emphasis added] 

“The conduct of opinion polls and exit polls -- especially when their findings can 
influence the judgement of a part of the electorate which has not yet gone to the polls 
-- is another area for consideration. Some jurisdictions consider any limitation on 
opinion polls or exit polls as an infringement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and hence unacceptabl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jurisdictions 
permit publication of such findings only after the polling is completed. 

Any legal provisions placing unreasonable or disproportionate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and expression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should be amended or deleted from 
the legal framework.”14 [emphasis added] 

12. From the above materials, the PLG has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1)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is a form of restriction on freedom of opinions and 
expressions; 

(2) Such restri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orm to the ICCPR; 

https://www.idea.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electoral-standards-guidelines-for-revi 
ewing-the-legal-framework-of-elections.pdf Published on 1 June 2002 
13 Ibid, p. 62 
14 Ibid, p. 63 - 6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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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considering whether such restriction is reasonable, the underlying legitimate 
purpose (if any)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election process of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4) There is no universal approach to impose such restriction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15and even if it is imposed, the intensity of it can vary ;

(5) The law should guarantee the candidates equal treatment and access to the media; and 

(6) Restriction on expression that is unrelated to election surveys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 is not a named restriction that is tolerat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 Opinions in Support of the Proposed Changes 

13. Here are the opinions recorded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which support the Proposed 
Changes: 

(1) Some consider that announcing or disclosing any results of election surveys or 
prediction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on the polling day may affect electors’ behaviour 

16and have an impact on election results ;

(2) There are also view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a cooling-off period by 
prohibiting the publication of statistical data of election surveys starting a few days 

17before the polling day ; and

(3) The Proposed Changes allow electors to reflect on how they are going to vote before 
the poll, and reduce vote matching and canvassing activities.18 

14. According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e LegCo CA Panel was consulted in Dec, 
201619. The Consultation Paper has summarised the opinions of the LegCo members 
(as stated above) who supported the Proposed Changes and those opinions will not be 
repeated here20. 

15 It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07 - 3.08 
16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10 
17 Ibid 
18 Ibid; see also para 3.01 
19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09 
20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LegCo CA Panel meeting minutes stated that “Mr Holden CHOW, Mr LUK 
Chung-hung and Ms Starry LEE criticized that the ‘ThunderGo’ campaign during the 2016 LegCo 
General Election was aimed to influence electors’ choice by disseminating to electors on the polling 
day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opinion polls (‘poll data’) and recommended lists of candidates, thereby 
causing unfairness to certain candidates. They aske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had studied if the 
‘ThunderGo’ campaign had published EAs and involved election expenses incurred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candidates concerned. They call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view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to plug the loophole. They also expressed support for introducing measures to regul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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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e PLG’s Opinions on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15. In this section, the PLG will explain 1) why the opinions in support of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are unsound, 2) why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bring 
unfairness and confusion to the election process and 3) why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be futile and easily become a trap for electors. 

E1: Why the Opinions in Support of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are Unsound 

Vote Matching 

16. One of the reasons why regulation on announcement or disclosure of election surveys 
is supported is that such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for vote matching21. 

17. Under the current law, vote matching is legal 22. In other words,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is to regulate or even criminalise a behaviour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that can facilitate the electors to conduct a 
legal activity (vote matching). This is self-contradictory and unacceptable. If vote 
matching is the real evil, it should be criminalised; otherwise all means that can 
facilitate vote matching can be criminalised, e.g. web surfing. Given that vote 
matching is legal, the law does not regard vote matching as a mischief or something 
wrongfully affects the rights of others. Reducing or undermining vote matching 
cannot be a legitimate purpose to regulate the election surveys. 

18.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must have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can bolster vote matching and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electors would rely on election surveys for vote matching. Put it 
another way, if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is useless or irrelevant for 
vote matching,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is wholly redundant. 

publication of such poll data on or before the polling day so as to ensure fairness in elections. Ms 
Starry LEE suggested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poll data should be disallowed within three to seven 
days before the polling day”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on Monday, 19 
December 2016, at 2:30 pm, para 16)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panels/ca/minutes/ca20161219.pdf 

21 See para 13(3) above 
22 Section 11(5) of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Cap. 554: “A candidate or other 
person does not engage in corrupt conduct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section only because the 
candidate or person has offered or solicited an offer to enter into a voting arrangement.”; section 11(6) 
of the same Ordinance: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5), a voting arrangement is an arrangement 
under which persons agree to vote for, or get others to vote for,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in return for 
other persons agreeing to vote for, or get others to vote for,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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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One of the major purposes of an election is to guarantee and promote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electors. If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can 
better reflect the will of electors via vote matching and making impact on the election 
results, it should be protected instead of regulated. The PLG is aware that vote 
matching can be manipulated by corrupt conduct. 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the corrupt 
conduct should be regulated but not the election surveys that can facilitate organic 
vote matching amongst electors who act on their own free will. As far as the PLG is 
aware of,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corrupt conduct has already been 
comprehensively covered by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in aiming to reduce vote matching is an 
unjustified and unnecessary curtailment of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media and 
electors. 

Potential Effect on Electors 

Another reason why regulation on announcement or disclosure of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is supported is that such information may affect electors’ behaviour and have 
an impact on election results23. 

It is unclear what potential effect of the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has on the electors. 
The PLG finds it difficult to speculate and make any response.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such effect is assumed to be “bandwagon” and/or “underdog” effects that 
were referred to in Kim v Republic of Korea24. 

It is an academic theory that a public opinion poll may encourage voters to move 
toward a candidate with a stronger chance of winning (so-called “bandwagon effect”), 
or may add sympathy votes to the underdog (so-called “underdog effect”), thereby 
distorting the will of voters25.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election concerned in Kim v Republic of Korea was a 
26 27presidential election which applied a “a first-past-the-post system” . In Hong Kong, 

the LegCo election applies a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with “largest 
remainder method”. Whether the theoretical “bandwagon” and “underdog” effects 
materialise in HK elections and their magnitudes are unknown. Even assuming such 
effects do materialise, they are the result of the informed decision made by elector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lection surveys and therefore a kind of reflection of the will of 

23 See para 13(1) above 
24 See footnote 9 
25 See Kim v Republic of Korea, para 2.2 
26 See Kim v Republic of Korea, para 2.1 
27 Gabriele Bruns; Aurel Croissant; Marei John, Electoral politics in Southeast & East Asia (Singapore 
: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02) p. 244 

7 



              
              

             
 

 
           

              
              

               
  

 
                

            
             

 
 

              
            
             

           
 

 
                

            
            

             
 

 
              

              
           

            
  

 
                

           
              

 

  
 

 

electors. The PLG believes there must be compelling reason if we are to allow 
disregard of such will of electors under our law and regrettably the basis in 
extinguishing “bandwagon” and “underdog” effects in HK elections is yet to be seen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25. Any further discussion on “bandwagon” and “underdog” effects is likely premature, 
the PLG stresses that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is a form of 
restriction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is crucial for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vote as set out in Part C above 28.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must be 
anxiously guarded against unless there is a forceful justification to suggest otherwise. 

26. Before leaving this part, the PLG finds the passages of the US Court of Appeal cases 
29 30Daily Herald v Munro (No.1) and (No.2) , which concerned a statute provision 

restricting exit polling and therefore in effect thwarted the broadcast of exit poll 
results before the end of polling, particularly instructive: 

“...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nd the affidavit of appellee Ralph Munro make clear that 
the 1983 amendments [the statute provision in question] were animated by concerns 
that election day projections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voter turnout. Thus, 
Secretary of State Munro stresses that ‘dissemination of the predictions had 
discouraged people from voting”31 [emphasis added] 

“In the more recent decision of Brown v. Hartlage, 456 U.S. 45, 102 S.Ct. 1523, 71 
L.Ed.2d 732 (1982), the Supreme Court … strongly reaffirmed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will not tolerate suppression of information even when the state 
believes it useful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ion process. The Court 
declared, 

[The First] Amendment embodies our trust in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a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people are to choose between good ideas and bad, and 
between candidates for political office. The State’s fear that voters might 
make an ill-advised choice does not provide the State with a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for limiting speech.”32 [emphasis added] 

“... the right of the media and, more important, the right of society to gather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important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 — requires a 
broader approach to the first amendment. Under such an approach, the state does not 

28 See para 9 above 
29 758 F. 2d 350 
30 838 F. 2d 380 
31 Daily Herald v Munro (No.1), p 362 
32 Ibid, p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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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simply have a duty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expressive autonomy of individuals in the 
hope that a healthy public debate will take place on its own. The state has an 
affirmative obligation to preserve the ‘profound na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 
that debate on public issues should be 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33 

“In sum, I believe that, in conducting exit polls, the press makes a legitimate 
contribution to the quality of public debate. Exit polls … provide information 
not only on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but also on why people voted the way they 
did … By unduly restricting such information-gathering activity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restricts the debate on public issues rather than ensuring that it 
remains ‘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 as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34 

[emphasis added] 

Cooling-off Period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also recommend to introduce a 
cooling-off period by prohibiting the publication of statistical data of election survey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polling day; to allow electors to reflect on how they are going 
to vote before the poll35. 

The PLG repeats its opinions stated in para 16 to 26 above because the basis for 
recommending cooling-off period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regulation on the 
election surveys on the polling day. Nevertheless, the PLG is even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cooling-off period suggestion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ly, the cooling-off period against the election surveys is a more stringent 
restriction than the regulation on polling day only as it will cove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e justification in introducing such a measure must be even more compelling 
but the only ground available is to allow electors time to reflect on how they are going 
to vote. Such suggestion assumes that electors cannot reflect on their own voting 
preference when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are available, which is at best a speculation 
without evidential or scientific support. Even assuming that some of the electors do 
need time to cool-off, it is self-contradictory that the Consultation Paper encourages 
other electioneering campaign or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by loosening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in exempting those expression of views from incurring election expenses 
and therefore can make the election campaign even more hotly contested 36. If a 
cooling-off period is indeed necessary, a universal ban of all electioneering campaign 

33 Daily Herald v Munro (No.2), p 389 
34 Ibid, p 390 
35 See para 13(2), 13(3) above 
36 See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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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should be adopted instead of singling out the 
election surveys only. 

30. Secondly, by isolating election surveys as the only information to be regulated 
amongst other election information, it is assumed that election survey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kind of information during an election. 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regula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t is depriving a cruc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electors which 
enables them to determine their voting preference. This is a blatant discord against 
the passages of Daily Herald v Munro as quoted above37. 

31. Thirdly, Mills v Alabama38 is a leading US Supreme Court case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with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bout 
elections out of concern for its effect on voter behavior. The Court expressly rejected 
Alabama’s argument that the restraint on free expression was constitutional because it 
protected the public “from confusive last-minute charges and countercharg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aganda in an effort to influence voters on an election day” 39. 
Although Mills v Alabama ruled on electioneerings that were made on the polling day, 
its reasoning is also applicable to the cooling-off period suggestion. 

32. Lastly, amongst the 4 countries that were referred to by the Consultation Paper which 
have regulations on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s on the polling day, both Canada 
and the UK impose no restric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before the polling day 40.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overseas practices that, even if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on the 
polling day exists, such regu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warrant extending the 
regulation to the time before the polling day. In this regard, please see Thomson 
Newspapers Co v Canada (AG)41, a leading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decision, which 
held that a 72-hour ban on the publication of opinion survey results prior to elections 
violate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protected by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could not be justified a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oral process. 

E2: Why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Bring more Harm than Good 

Potential Unfairness to the Elections 

33.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does not prohibit its conducting but only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If the dissemination can go undetected, it 

37 See para 26 above 
38 384 U.S. 214 
39 Ibid, p 219 - 220 
40 See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3.08 
41 [1998] 1 S.C.R.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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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a tool to advance secret election engineering in vote matching. Here are some 
noticeable news examples which demonstrated how such practice can be feasible: 

(1) “Hong Kong election watchdog probes alleged illegal supply of exit poll data to 
DAB during 2012 Legco vote (SCMP, 29 June 2016) 

… DAB lawmaker Christopher Chung Shu-kun said on a radio show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his party had been able to ‘pass surplus’ votes to a candidate from another 
pro-Beijing party,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constituency in 2012, because the DAB and its supporters were running exit polls.”42 

(2) “Candidate can be openly supported under legal circumstances 43 (合法情況下可 
公開支持候選人, News.gov.hk, 25 September 2016) 

…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Raymond Tam Chi-yuen 
returned to HK after visiting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nd met the media at the 
airport last night. In responding to the accusation that China’s Liaison Office 
conducted ‘vote matching’ in the LegCo election, Tam said that anyone who was 
interested in the election would express their views. He appealed to the public that 
electors should support the candidates without breaking any electoral law. [unofficial 
translation] 

… 譚志源結束訪問新西蘭和澳洲返港，昨晚在機場會見傳媒，回應有關中聯辦

在立法會選舉「配票」的問題時說，關心選舉的機構或人士都會表態，並呼籲

選民支持某候選人，底線是不可違反選舉條例。”44 

34. The PLG is not claiming or suggesting that whatever the above news examples allege 
or insinuate, they are proven facts or can be substantiated. Nevertheless, those news 
examples demonstrated that: 

(1) There is a real risk that secret vote matching has been conducted; 

(2) Secret vote matching can be undetected for years; 

42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1983148/hong-kong-election-watchdog-probes-
alleged-illegal-supply 
43 Unofficial translation 
44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admin/html/2016/09/20160925_081036.lin.shtml (only 
Chinese version is available); see also【立會選舉】中聯辦「配票」？　譚志源：任何機構都可接觸各
界　底線是不可違例 (MingPao 25 September 2016) “中聯辦被指於立法會選舉中「配票」及影響參選
人參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昨晚回應時表示，香港是自由開放社會，任何機構或人士在不違反
法律下，可以廣泛與各界接觸，「不論是剛才你所說的中聯辦也好，甚至一些其他的機構或人士，若關
心選舉的，他們都會作出一些呼籲，支持什麼候選人等，大家過往都見到很多，包括一些什麼計劃等，
底線就是不可以違反任何選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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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cret vote matching relies on exit polls; and 

(4) Secret vote matching are not necessarily conduct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Hong Kong 
which makes detection impractical. 

35.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bring unfairness to election campaign because candidates 
who do not have the resources to conduct election surveys or exit polls would be 
prejudiced from utilising the election surveys which are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domain for their electioneering when there is no regulation on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s. According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e objective of the existing 
electoral system is to ensure that all candidates could compete on an equal footing 45.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would contradict such objective. 

36. Furthermore,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also jeopardises the potentials of general 
electors in performing organic vote matching in neutralising the impact of the alleged 
orchestrated vote matching. In case the allegations are unfounded, if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s can better reflect the will of electors via organic 
vote matching, it should be protected instead of regulated. 

37.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fairness and integrity of the current electoral process,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should not proceed. 

Adding Confusion to the Elections 

38. Unless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s is banned permanently, there is always a 
chance that a calculatedly distorting election survey which may contain inaccurat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or even biased opinions could be published and circulat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ooling-off period or the polling day.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would prevent objective, impartial and scientific election survey from 
being published during the cooling-off period or on the polling day to clarify or 
mitigate any mislead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domain. This was the reasoning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Mills v Alabama in rejecting the prohibition of propaganda 
on an election day and is also applicable to the present discussion: 

“The state statute leaves people free to hurl their campaign charges up to the last 
minute of the day before election. The law held valid by the Alabama Supreme Court 
then goes on to make it a crime to answer those ‘last-minute’ charges on election day, 
the only time they can be effectively answered. Because the law prevents any 
adequate reply to these charges, it is wholly ineffective in protecting the 

45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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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te ‘from confusive last-minute charges and countercharges.’ We hold that 
no test of reasonableness can save a state law from invalidation as a viol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when that law makes it a crime for a newspaper editor to do no 
more than urge people to vote one way or another in a publicly held election.”46 

[emphasis added] 

E3: Why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be Futile and Easily Become a Trap for Electors 

The Law can’t Block the Foreign Media 

39. Assuming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will be implemented, the announcement 
or disclosure of election surveys will not necessarily occur within the HK jurisdiction. 
Similar incidents are not unprecedented. The following article written by a public law 
specialist Queen’s Counsel of the UK explained how the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in France was flouted by foreign media during its 2017 presidential election: 

“Breaking the election silence: cross-border reporting of election day polls – 
Caoilfhionn Gallagher QC47 and Jonathan Price (17 May 2017) 

Last week, as French voters went to the polls to choose their new president, the usual 
32-hour period of enforced electoral silence fell throughout the Republic. In France, 
just as in the UK, candidates and their supporters are banned from 
campaigning, and the media is forbidden from reporting results, or even 
estimates of results such as opinion polls or exit polls, or from carrying 
campaigners’ statements. The period is set at 32 hours – from midnight on Friday to 
8pm on Sunday, the day of the election itself –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early voting 
in French overseas territories. 

As usual, however, francophone Swiss and Belgian media with websites available 
in France began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election day exit polls well before lunch; 
… ‘Polls show French backing Macron,’ reported the Associated Press, at a time 
when millions had yet to cast their votes, based on multiple polls cited by Swiss 
newspaper La Tribune de Geneve and Belgium’s RTBF and Le Soir. In fact 
messages, many cryptic, referring to the results of those polls were already 
circulating widely on social media within France, often with the hashtag 
#RadioLondres ....”48 

46 384 US 214, p 220 
47 The profile of Caoilfhionn Gallagher QC 
https://www.doughtystreet.co.uk/barristers/profile/caoilfhionn-gallagher-qc 

https://www.doughtystreet.co.uk/news/article/breaking-the-election-silence-cross-border-reporting-of-e 
lection-day-poll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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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he Internet spreads information virally and boundlessly.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prevent foreign media from announcing or disclosing 
election survey results during the proposed cooling-off period or on the polling day 
and that such information go unnoticed by the HK electors. It is unwise to pass a law 
that can be futile and add confusions to the elections.49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can be a Trap for the Electors 

41. The Consultation Paper has proposed a loosened regulation on the Internet so that 
expression of views on social media to promote or prejudice the elections of 
candidates are exempted from incurring election expenses. 50 Such proposal is raised 
to avoid “subjecting web surfers to inadvertent breach of electoral laws and restri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51 

42.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can easily subject electors to inadvertent 
breaches of law. Daily life examples can explain the problem. It is legal for an 
elector to reveal how he or she has voted in an election on Facebook. If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is implemented, an elector can violate the regulation by 
simply announcing how his or her family voted on social media because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on how one’s family has voted can constitute an election survey. A 
“sharing” of such announcement on Facebook or Twitter can constitute a “disclosure” 
of election surveys. Similar confusion has happened in the UK before: 

“British people are sharing how they voted on social media — and it could get 
them in trouble (The Washington Post, 7 May 2015) 

As Britons go to the polls to vote in their next Parliament, many are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on social media, whether it’s using Facebook’s ‘I’m a voter’ tool to 
reveal that they made the trip to the polling station... 

But in Britain, where there are extensive laws about what the media can publish on 
election day, there’s some confusion about what, exactly, is allowed. And on Twitter, 
some users have been revealing not only that they had voted, but also whom they had 
voted for. 

Publishing exit polls — polls of voters after they have cast their ballots — is quite 
clearly illegal in British law. Under Section 66A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of 1983, it is unlawful to publish ‘any statement relating to the way in which 

49 See para 38 above 
50 See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s 2.14, 2.18 
51 See the Consultation Paper paras 2.01,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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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rs have voted at the election where that statement is (or might reasonably be taken 
to be) based on information given by voters after they have voted.’ 

Does retweeting someone’s statement about whom they voted for count as an exit 
poll? It’s hard to say, but, in most cases, probably not. Gavin Millar QC from 
London’s Matrix Chambers told the Telegraph that ‘as long as MPs [members of 
Parliament] don’t cross a line where they start aggregating information and put out 
their own mini exit polls,’ it’s hard to see Section 66A being contravened here.”52 

[emphasis added] 

43. It is self-contradictory to on the one hand loosen the current regulation to exempt 
online comments about candidates from incurring election expenses in order to 
remove a trap, on the other hand propose a new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to 
create another trap for subjecting electors to inadvertent breach of electoral laws. 

F. The PLG’s Submission on Regulation on Certain Remarks or Predictions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 

44. As pointed out above, the Proposed Changes do not limit themselves in regulating 
election surveys but also a particular kind of expression in which the cont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late to or base itself on election surveys, i.e.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andidates” 53 (“Regulation on Certain 
Remarks”). 

45. The scope of the Regulation on Certain Remarks is not clear. On the face of it, the 
scope is so wide that it even covers comm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andidates 
which build upon nothing relevant to election surveys, e.g. the election platform of a 
candidate, the candidate’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over the years, etc. Explanation on 
why such regulation is necessary cannot be found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e 
PLG finds it difficult to make further comments. Suffice it to say, any restriction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upled with its effect on the right to vote will attract strict 
legal scrutiny to ensure its compatibility with human rights law. The PLG is not 
convinced the scope of the Regulation on Certain Remarks can meet such scrutiny. 

G. The PLG’s Submission on Regulation on Exit Polls 

46. The PLG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current regulation on exit polls should be maintained.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5/07/british-people-are-sharing-how-the 
y-voted-on-social-media-and-it-could-get-them-in-trouble/?utm_term=.09f1d044dd2b 
53 See para 7 above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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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 

47.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PLG that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n election surveys: 1) has 
failed to demonstrate a compelling reason in introducing such regulation which would 
significantly curtail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can bring unfairness and confusion 
to the election process and 3) can be futile and cause the electors inadvertently 
breaking the law. 

48. As such, the PLG recommends that no change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and no restriction be imposed on announcement, publication, 
disclosure and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surveys and their results before and on the 
polling day. 

29 December 2017 

The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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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17fd4f7f797948fe50d2fe2ccf6c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arol Szet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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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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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85



d687e0582d77558bd465b7c0cd830b5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Dick L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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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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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086



f2b7f72b0cbdff67fea8153963fb53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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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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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87



b00e08b12cddfa1e380581c78d98a98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鍾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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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了便利市民投票的權利，實在是下策。

A15088



1073b6a96aab22c1faa55839ad0273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andra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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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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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89



ff0454f649112b6ce3c774610059c15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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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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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90



d08ea9c9f69ca5d637c1b96cbc617e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orris kw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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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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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91



2176739d995fa99af29c74174953aec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iz Wo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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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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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92



01209a7b919f29b25448fd25b289f9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o Ts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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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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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093



84a909e9a8dad9e1f1841bb2c049c9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梁蔚莎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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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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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投票時間明顯會降低投票率，並有違公平公正的選舉原則。請選管會
在找到提高投票率的方法前，撒回建議。

A15094



00b24e2d5ef407dc95151ee2743073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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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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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只會增加票站繁忙時間的等候時間，反而增加票站職員壓力。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95



625b90e2efa3ee8281983b422f5227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leewah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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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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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096



53932128c04de8b08309364dda8e284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悦希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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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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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

A15097



24e9ae6fed01f1f7bad8d3a12fcc17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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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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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098



899b2183be7db805a64f8891261333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ideon W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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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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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099



91d884840eeedf2da8273bce8b0c39b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葉楠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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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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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00



c7046bb873cc506e4ce4bcd8216fc1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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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變相剝奪了巿民應有的權利

A15101



6a1e93c991066a69443e64404c7371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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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令民主倒退

A15102



2cf00cd9f8ec24b33ab2887457d83a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am Wai Yee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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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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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103



ba65c21b09a277c0c0e27b92f1a0b6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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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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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民主自由得來不易，既然千百億元都花在香港人用不到的工程，選舉的費
用(量化後的cost)簡直是便宜！所以反而應該延長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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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69dac6e810858a40a7e866e96a3f5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uk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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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

A15105



 

566aafd23f5c59c184e4e4cb3aee9a1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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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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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reasonabl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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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e05ca3d020c415b91ea617c13db1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ok Vun ti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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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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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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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50d3ff82961187119621c0d272a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諾恒（沙田區議員）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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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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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接受

A15108



4c9901d69333ff418c10279fa19929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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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A15109



c3a4041ca03f843238cc810b229247b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凌潔蘅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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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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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剝奪市民公民權利。有長龍就應該有更好的安排和更多人手分流。

A15110



38b6bb9390c32b7297de5f755aa186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tella La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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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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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贊成縮短投票時間。投票是公民參與社會的體現，政府理應鼓勵和支
持，在投票安排上盡力讓全體公民都能參與，故應延長投票時間，而非縮短。

A15111



  
 

b9505df4201b160bbaa82b4d5596ac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va Ts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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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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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政府無理修改選舉安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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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以上三點。

A15112



979c05c4bad9c2f1123b0cba8c1d33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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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顧及各階層人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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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 
Subject: Comments on Electoral Arrangement 

Dear Sir/Madam, 

Based on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I hereby offer comments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officials. 

Para. 4.10 (a) Whether the current polling hours should be shortened? 

No. Foreign countries make voting day a public holiday (legal labour holiday) to maximize 

the chance of eligible voters’ availability to vote.  The current opening hours of 

7:30am-10:30pm has already exploited the voting right of those working night shifts, or 

affected those who could marginally catch up voting or could not vote due to a long 

commuting journey between voting station and workplace. 

By the way, for para. 4.9, it is quite astonishing to see “Given the present long polling hours 

and the time needed for vote counting, it is indeed an exhausting experience for polling and 

counting staff, candidates and their agent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media, all of whom 

have to put in long hours”.  I really have doubt on this because 1. the journalists can take 

shifts among themselves to stand-by at specific polling station (for DC) and at Asia World 

Expo (for LegCo) which the fatigued staff could be replaced; 2. Candidates and their agents 

only focus on 1 polling station (for DC) and Asia World Expo (for LegCo) which the agents 

(except candidate) can take turns to wait for result, and especially for DC election the voting 

result is faster to be made known due to much fewer ballot papers which waiting time should 

not be too long; 3. to ensure shorter duration for counting ballot pape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cruit more colleagues to be counting staff, I know currently those staff have 2 

identities of polling and counting, but is it possible to add a batch of staff just specifically for 

counting, so that more sub-groups could be formed for ballot paper counting to increase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ink about more possible alternatives before jumping to 

conclusion of shortening voting hours. 

The LegCo and DC elections only take place once every 4 years respectively.  It i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citizens to vote in exercising their civic rights. As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citizenship, the assumption should be the opening hours of a polling station and 

the polling/counting staff able to have capacity in catering for 100% turnout rate of voters 

registered in a constituency. In 2015 and 2016 elections the turnout rate is about 50% only, 

but the government already proposed to shorten voting time.  This sounds illogical. 

The consultation paper did not indicate in overseas examples about how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a voting station, e.g. within 15 minutes walkable distance? Within 10 minutes 

driving distance? Based on population threshold say 30,000 residents?  If the voting hours 

have to be reduced by 30min or an hour,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ensate by setting more 

polling stations within a constituency, or by keeping one polling station but within a smaller 

constituency for better turnout rate. 

(b) If the polling hours are to be shortened, whether only the closing time of the poll be 

advanced, only the starting time of the poll be postponed, or both the starting and 

A15114



 

closing time of the poll be respectively postponed and advan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hours should not be shortened. 

(c) If the polling hours are to be shortened, for how long should it be shortened? 

The hours should not be shortened. 

Patevajo 



fab1c5820eda5ab0ee5c5c9f1c43d8c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金文日新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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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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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Objection 

A15115



8f457f37d4bd6cf9f1725133a3a7b10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manda Sha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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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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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考慮用更有效率的點票方法，而不是縮短投票時間

A15116



 

f284eb3bc4604e46000a60c2e222e2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nc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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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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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上班時間不彈性投票時間不應縮短

A15117



4a7336a342545b8248c277b5e93ec3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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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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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不合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18



c33be70bc9d8b85fe902ffed0bd6e0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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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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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時間，有很多人真係要收工才能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19



99c5338febf9f1664ac62e9281f3b68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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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倒置

A15120



8eaeeb38fbe33ee17aa9d0f3bab592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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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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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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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7 
Subject: [Possible SPAM]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Sent by: agnestong0710=gmail.com@act.tommycheun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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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Agnes 

A15122



19b8ffacbd013ae05b234f1b77bbe1f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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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縮短時間，反應增加人手，加快處理投票過程。

A15123



4bc72dae5c89794c37ef3b9d8537d2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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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5124



ad73cc082eaf67b766b942262ac558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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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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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希望政府唔好攪小動作，剝奪打工仔的投票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25



  

ba384467a197765283f7a116bea136c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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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反對改變一直行之有效的方法，新方法沒有促進市民參與投票，反而
有阻礙。

A15126



1099fadb5c0972d71553ae3171d217c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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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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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請取消計劃及延長時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27



9dfa87670bcc2b2157bc8f2ab60bb1b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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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完全不尊重香港市民的投票權！

A15128



90f44866dfff8b84d857df233c40483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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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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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29



dba3839d1ccaffcbc8431bbda6d629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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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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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贊成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30



f440124c367ac20003d83c5a22fcf4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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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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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31



86f1cea0c8443d218d4527fb1592c6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ren Shu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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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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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32



41d1a939169fed4eacea2e678802aa1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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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港共government 

A15133



4d6ff4e37cc4e023e96bd5611294c0c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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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應考慮加長方便部分夜收工市民

A15134



8de39625bac5513777050a244dc707f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湯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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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縮短,應增加工作人員

A151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1 
Subject: 就選舉安排發表意見

本人的意見如下： 
5.02 (a) 為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自由發表意見，應豁免
第三者 (即 非相關 候選人 (即是其選舉會被促使或阻礙的候選人 ) 亦非其選舉開支代
理人的個人或團體 )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 發表意見而構成選舉廣告並因而招致選
舉開支所導致的刑責。
 (b) 豁免的選舉開支類型應包括電費和上網費。

選舉調查的規管 
(a) 應禁止所有投票選擇的調查。 
(b) 不應，以免影響言論自由。 
(c) 應禁止在投票日票站調查。

投票時間 
(a) 為鼓勵巿民投票，不應縮短現時的投票時數。 
(b)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該只延遲投票開始的時間。 
(c) 假如縮短投票時數，應縮短不多於半小時。

A15136



4a0c03aba293b1772878c14d1cdd57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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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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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即是剝奪市民的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37



3371710c79d425789f13214539f98a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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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ngry 

A15138



40ad9539d990aec49b0c6032ad5dc8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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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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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39



 

3e2c70ab6b3aa8bfb1657307bbe3118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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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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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朝8晚7 回家都8 9點仲減點投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40



 

f3b89aa81ded42d169170437d690c7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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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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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Unacceptabl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41



 

a13de8ffb3003fcf8d44518f8fcc2cd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mi H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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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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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盡可能令更多市民前往投票，縮短投票時間是反其道而行！！

A15142



c9e5ce59e9d120fa8f320f0f3e7221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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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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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143



c0e723599feb9e3a6c5a243f4dc476d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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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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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事求是比较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44



cbdd87733bfe66e137d326e2ba53f02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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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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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45



b7e77b376eae45e5a47c6f0cac3717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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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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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46



 

cf68a94d2596f2f7c91ba9a97c33ce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EN Ha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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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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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47



016d5eede0aa8a60163f6a77027d9f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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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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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很多人要下班後才有時間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48



59b1915eb2af477e5539ac0a0b9d2e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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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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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49



a091113182ead75df9b690eac76168f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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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方便市民投票！

A15150



b8d085e9009b4ba905828319c10288d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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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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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51



54123c545c3d0f4e70ffda6f2aad031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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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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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缩短，最少保持原來時間或延長，爭取更高的投票率，如政府真的希
望市民多參與選舉活動，就更應將投票時間延長方便各行各業的市民可進行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52



244b9c78dd0a0a72d8a4528e15ef95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chi mi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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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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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跟回過往的時間,不要改變

A15153



16e3caabe2c87bed9e1ffa99705d50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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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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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除了縮短，不如考慮多開幾個投票站，令入夜後的人龍不致擁擠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54



e75ea08501d15486e6f44f0616510a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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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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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極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55



fa1b5f4f683c4ec99e19d4c7890d371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萬錦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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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A15156



21ff6c92829504a9b6157ad926a965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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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157



2f12fd16c8adfdda5ca94ced08026e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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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e 

A15158



a1effbd6f4e96b98b1cab6a48584f6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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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59



69b7b69a25b253f529eca3edddb5631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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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為何行之以久的投票時間要更改但有些種票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60



0f96cb91880798bd81927c059cb7782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2: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蔡明禧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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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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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本人認為政府有責任鼓勵,促使,方便選民投票,以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

A15161



48ab4c5df64d3f22950b56b7e0ea4b2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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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班或輪更工作，縮短投票時間極度不便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162



d5fce2aa2d66e8e104c2c7e6b0d2be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incent ng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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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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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延長半小時，以吸納更多選票

A15163



24ee5e7bdfd2634e4d8992331a275d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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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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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一d想投票既人無得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64



3a686aa46ab4eb95347afe6fee034b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UEN S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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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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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165



7610925ef224c6858ea106da380d075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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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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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66



ee5bf429be259785dd7f01de768ed01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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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practical or solid reason to shorten the election time! 

A15167



4a1f6a352a79bcae2b315a7155a13f5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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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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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無理，違反人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68



f62343f6864b83fd84495de13847cb5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K Che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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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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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認同

A15169



bc45c00a2f56d1c931e8d14afb80bf7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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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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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知幾多選民星期天曰都要工作，十點都已經要排長龍，仲要缩短時間，
變相阻止人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70



b7183096174a48b67d3c182288f0458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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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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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valiables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71



615a7fb910324a1ac702b88a5529699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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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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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唔make sense！香港人唔係個個都番office hour！我本人就係番shift！縮短
投票時間有機會令我因爲咁而喪失投票權利，好唔公平！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72



0689f600dfa68832d18118bfb74d21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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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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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切實際。香港人多而反而縮短投票時間？完全不是以市民為本的建議，
請從市民角度出發施政才是改善民生。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73



eb5079c391bbe00e50785154138a34f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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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iscrimate against voters who could only vote in the earlier and/or later hours. 

A15174



5e17a2f304b00d300052a1a6b4fad2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潘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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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並且應該增加投票站

A15175



3d74376f28127373c7e67869c469232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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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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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不能接受，而且咨詢期間未有盡可能進行宣傳，有得過且過之嫌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5176



7e00c109d320702fe7d7ef3cc7f963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朱慧心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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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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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荒謬，不能接受

A15177



eadcf321987eb177fa6c37f7abe2bf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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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將投票日及翌日定為勞工假期，即可解決票站職員工時及租場困難的問題
同時，更能鼓勵民眾投票。

A15178



40e657236219c6c057911308ba68227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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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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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dis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79



d40051a07b237fd36ea25741c826948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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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bject to shorten any voting hours. 

A151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5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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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Fung Har 

A15181



167c5ed87929491036befc08e1e84b8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annie Wong c 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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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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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必要要咁改

A15182



7adb03a482255b22ad636548fde30a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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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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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In a democratic society,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is to be encouraged, I 
don't see how shorte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l stations can achieve that purpos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83



0875db514fe9d4ff103db1b49f40221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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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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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合理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84



348820866f3c6bf20063a706a9baece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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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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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完全不應縮短，反正港共偽政府出賣港人利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85



3f40ed255074c543729e7c5586bc40e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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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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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86



6c095975d4502d717d1884ce818d9d7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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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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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Pointless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87



84442bc007f1176c0faca388618268c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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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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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能剝奪市民投票機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88



066b066645e54e726191a2398a8baf4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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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無理據要做出這個安排

A15189



 

aacd587fc49c823755ebceb74811d1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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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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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違憲削弱香港市民基本法賦予投票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90



1a570a69f411f2c25126aa8e0d6a4e5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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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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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以上3點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91



9a290ac45edbbc610ffc33992b7b23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0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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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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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該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92



b553dda6ffc783e9b8eb5d548d2e15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賴頌恩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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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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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193



 

960a8840619bc6c55a21292e6229bb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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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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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應該加長投票時間，方便市民，因為有些市民要上班或者從外國回
來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194



a547a2abce46cd90a8bdd9793fff6f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Jessica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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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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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要縮時

A15195



79085b8a8c2f3539b5efd1afca73389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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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投票時間,市民失去投票既權利

A15196



bfc702fa460ea7fd8fc1d11b8ea01d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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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關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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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要維持現狀。

A15197



7b9baf3755d915ab4346557e14688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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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Ruth K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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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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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有的安排，不宜隨意更改，應以配合選民生活步伐作優先作為考量

A15198



df1cfe685b4138b8f1c8bd1e87464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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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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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時間，應顧及不同工作範疇的市民

A15199



 

3a71f13e5b15ac19d055f2c4e99cf4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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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Wincy H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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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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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毫無道理，服務倒退

A15200



65420635181c67c51be95ea111f2f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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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Chan Yat H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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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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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對輪班、或需要到外地工作的人士，晚上投票時間是十分重要及寶貴，不
應縮減。

A15201



 

2b6fdce239cb35331b5724d2cbd0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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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Sin Leung Y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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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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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這縮短投票時間建議是剝削市民投票的權益

A15202



ea982f665610b40c6034ef23e57f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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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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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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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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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2 
Subject: 選時間問題

執事閣下

所谓減少或提前結束投票時間

只有一種情可能有意義

就是最後某時段無人或極少

否則没有理由減少或提前結来

若然最後一小時投票人相對增加

減少時間或提前結束

則匪夷所思令人懷疑有何動機

準此

請維持原定開始及結束時間

旺角居民 建平啟 
20172229

(編者註：來函載有的商業廣告字句不在此刊載。)

A15204



 

28226fea64f6d6b91271b1c2ce5dc5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immy Fu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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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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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政府無理修改選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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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措施（特別是第三條）均會令公民投票
權和知情權被無理削弱，令和平理性的策略投票再難發生。

A15205



f7df3c2398d780e9e499f5a67a6ffc7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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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06



96799ac90a3eb739711f025eb8a4324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Oscar Y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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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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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會令需要長時間工作或較夜放工的人失去投票機會

A15207



ede21b9134d3cb6c2648653f092d483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思情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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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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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08



889be4283e047fbbad664b3aaefdb0a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ggie Ch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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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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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當然反對缩短投票時間，這顯出政府選舉更加鬼崇，可恥！

A15209



9ba6df0f98ea8e087882d117a3d3927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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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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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只證明政府不希望高投票率，不鼓勵市民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10



f2542e7541ab4056d0fade4229c9bf9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任肖雲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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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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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對一些要輪班的市民無得投票

A15211



eefeeafeabf846b13472a7726d99e2c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inn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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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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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12



 

eb4e5926fefcdf64824a43dba9b52e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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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完全違背市民需要。強烈反對呢個政府冇聽民意

A15213



db1808141f4394359f1b0dc3f7c895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H. K. HO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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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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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5214



f27a78d0a029479764ffb6b7e10f322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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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15



002b15dbc78cd3a74ea61c84fbb09ca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rist W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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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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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很不滿

A15216



9f04e1a4517aefa8112aff67426c48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U WING TAT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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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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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5217



b1de9ef2311b1b25f77ccfca9848e3f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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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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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縮短投票時間只會為市民帶來不便（例如工作OT等等），政府又沒有合理
理由解釋為何做出此安排，看不到其此安排對選民的必要性，任何限制投票時間的措
施有損害市民行使投票權之嫌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18



22c828d313171c8165fa69763975aba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ddy f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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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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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沿用已久，根本毋須修改！

A15219



33a5838ef1cef037319c6587c44c84a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F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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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20



e1d39ae139c66add8b65a45d44999b2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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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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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21



e58ff4d8e3338d4c1b17b43ca2e2aa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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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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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22



933aba4a9837278c14d9a3392d7060d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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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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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反應增長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23



755aa4249955168ad447fea3b336349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張偉雍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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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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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限制了公民權利

A15224



8e9bbced3a4521014ef26f6bfedf9eb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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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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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25



9df456983b305097846ded7ac066b3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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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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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26



3927391cb8661f52cde24ba9c53bc62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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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227



8aa14572fd4f3cc601d4beb4d3aac52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ang Lai K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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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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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絶對不能

A15228



62b1ca81de37939a32beef4368fc12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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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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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29



4cb73581d2b96fbc29cc1a76282afc4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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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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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30



639aaa29b410435d4446b82996de54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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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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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31



2c5b96bf06033a1a15efbf3f8ee6bba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1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ic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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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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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32



2ac4d047aea1cdf5ee69934372496a9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Ka Mun Dennis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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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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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33



2190586d78b82ccc9f02a2ef89bc274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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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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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34



0ed3810252d7603105cf72e10c02f8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eung kwai sh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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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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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不同意, 意乃剝削市民的權利, 更令人龍加長。

A15235



22bb3d387e6eeac88ecc3e83ee01387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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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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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36



3305e48338f8614b45df98db58f2ab6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陳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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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反對縮短投票

A15237



7b333652d323a303e906f3111cbd93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vonne Lu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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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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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加長投票時間才對

A15238



c8245cb7d3e633a8046e7fd5d94c816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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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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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39



0280a80a433742716ee5f2fd4e4ae0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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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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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顯示政府不鼓勵市民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0



fd4c576ef57a0cbf39136815497df67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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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1



13a105b883767aa2e7f555da0f1192a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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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2



cfdc5cdc42e56ac5b6f6e6643d88484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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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3



e11c97863e580c1b6223a47a25b902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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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4



8b258cd642353aff105bcf8d2a3206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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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龍，政府建議與現實情況和市民需要背道而馳

其他意見：Oppos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5



47551f5e68b9755d2ff4f67ec0a91e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Pun 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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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有能力、有資源維持現有投票時間，為何要縮減投票時間，既不
便利市民，亦無逼迫需要縮減時間。部份打工仔工時長，請高官不要自以為是，彈性
投票根本不是容易做到，天真就不要做官。

A15246



ea3115c4e826c5f50dd17130eb85929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余達燊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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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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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47



e11c97863e580c1b6223a47a25b902e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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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8



2a3e7c26cedcb8de4a38fb761832d73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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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against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49



ce9d2569cff1b764a4b7dccd1692f54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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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反對港府縮短投票時間，剝奪市民投票機會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50



fbdb74fce2ed0e3fe0d655a75832fc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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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51



560da581c6a75c79f0b1ac47f84d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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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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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無謂，百害而無一利。

A15252



4ca323047fd84d3cba6b8e3c5fec1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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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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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disagree 

A15253



eea43604b537aa1d0eac6f578b0953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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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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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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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54



a715fa31d68fd1e9c6cbf03f2344939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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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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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維持原狀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55



00e59312c6052b6095b2fcdc98ff033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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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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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公民權利不應被削弱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56



470348a6e917dfc3fd916fe87d4abc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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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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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57



8ca9e8d6c105a47c085d9de35d16d5d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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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58



39cab92a094ca86c2883a75d7d823ad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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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59



 

030af9e5423bbb50189a34df0dcf55b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mma L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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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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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60



45f190b74dbb7e9a73127d50ac0158b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YW F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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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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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投票人數越多越俱代表性，縮短投票時間與此相違背，亦對只能較夜才有
時間去投票者不公平！。

A15261



06f950e1e611366ddd8d22e7d72854e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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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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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62



1e6118dec6e774dac7162f5424f2a23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iu Chi Ryan Law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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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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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Oppose 

A15263



2ea92a0c074ca3049cdbd16ba52781a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鄧長祐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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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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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我反對縮短投票時間，因為這樣會令部分選民錯過投票的機會，令投票率
下降，這違反了選管會的責任。

A15264



8c491927d55258ea3d86e9f77253a8a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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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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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65



f189789edfae158edd282580b63dbbf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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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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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絶不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66



19639f796af0578c614c3e1a0beaae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o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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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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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267



1d417a315bfae8ba8e0c671e36d27da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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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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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68



65da68b4a7e7a4ecac2b45adf0c4245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e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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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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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69



badf4a357ec5473bce56fd8a746b03d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cky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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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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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為什麼要減少我們的投票時間

A15270



43220697455fa57376cc59c24e6dbed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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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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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71



555b213f2b9b2ffe8ef0e139e254af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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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要縮短時間

A15272



5785a544998e50a693472d819bf6987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2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周浩泓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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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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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加長投票時間而不應該縮短投票時間

A15273



52c3e9278ea6b48392e025e055d5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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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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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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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74



3ac632c0e75c6ade523bd2566c93e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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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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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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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75



69d92567526e4c84011f284f7c0cf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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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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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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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15276



6548135701805bb70afee6809d3d58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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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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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反對

A15277



9200224094e73a5fa8085fd9386e024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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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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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78



21deb7e7a6cd6f4686b89ecc049ced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m Wai O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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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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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279



06455fdf0e347c23e392dba31cbf9f7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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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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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80



67994d16bc499a7058d8ca04b34ddee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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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很多市民需要跨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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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281



99a3d86b1eb8b671b1e4aa67f6e731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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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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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82



d5a68d8179f9d1e55b5b0d77e66dc00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靄柔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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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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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你在怕什麼

A15283



a5cec51fa50132c0b1427a2ccb9e54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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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明顯以降低投票率，以達成背後政治目的，所以必須反對

A15284



5a27b2a09eb6ae03c2c11d0dcd49f01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黎卓行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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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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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有關官員在較早前一次立法會委員會會議上提到「將『縮短投票時
間』說成為剝削公民權利是言過其實」。有關論述的解釋似乎只圍繞於「投票日需跨
區上班的巿民可向僱主請求提早下班或彈性安排上班時間，以便僱員履行投票義
務」。此等說法似乎假定全港所有需於投票日上班的僱員都有議價能力與僱主進行投
票日上班安排的談判。於香港這個商業主導的世界，要求僱主因為投票事務而酌量彈
性安排僱員上班時間，或甚讓僱員提早下班實乃天荒夜譚。若然政府孤意在彈性安排
上班時間方面入手，從而合理化縮短投票時間一事，那麼政府理應追加相關法例以清
楚訂明僱員在投票日上應享有的相關福利（正如陪審員條例一樣，令僱主不得不讓僱
員履行相關義務，同時亦不能因此而對僱員生計有任何威脅）。此外，參考美國有關 
"Deliberation Day"的理念，若政府認為「巿民如欲前往投票，那麼不論花多少時間也
會提早趕及票站投票」，政府便理應強制性要求各行業（必要服務如醫療除外）暫停
營業一天，以便所有巿民騰空時間前往投票。當中企業等需因而承受的經濟損失，亦
應由政府全面負責或補貼。若政府一意孤行要縮短投票時間，同時不作出任何措施以
減輕巿民提早投票的機會成本的話，這無疑是縮減巿民行使其選舉的權利。延遲開票
箱時間、令相關工作人員疲累不堪、於較晚的時間才公布選舉結果等等的成本絕對不
應凌駕於公民最基本、同時亦是最重要的權利之上。

A15285



c080c5691bd7d6f6ff2f37a05824f5e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a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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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286



69781ce0c2ca3ce1b94d15f0b5ea6a8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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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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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幾年才一次.一次才一天。沒必要因此縮短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87



07281427aeb942654270bd07966e670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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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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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88



0e696b3a1ac7ef473c3c4714852b4d3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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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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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不願意面對市民，逃避市民聲音！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89



60a76294f5e6fd1bdbf1008bdcd6fa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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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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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90



f50a3df8c5c6b0119fd0c685ff55771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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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91



2a5c826a6697665434d7b3997a0f010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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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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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92



49113d90aed7a769829757bda33efc9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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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只為安排上的便利而影響市民投票的權利

A15293



6ca76365dc2dcb2c054b95c3500e70c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ze w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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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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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294



d3fb6b5d6b212e41cfcd6c8397031a3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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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有充分時間慢慢考慮清楚

A15295



f1a2f84920eff8d409321ec09a20c3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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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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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如真要改，可在上午10時開始至晚上10時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96



2c1edf5f003033b2a7647909ca89512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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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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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超級不認同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97



ad66e73d5a826de37fba876fec4b979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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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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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298



b096bf116c11fe30023df65b780022f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seph Cho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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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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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畤長的選民不公平

A152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7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表達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助理秘書長(2A)閣下台鑒：

本人謹此回應貴局《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1. 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本人同意法例應豁免第三者因在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發表意見而構成選舉廣告並因而招致選舉開支之
刑責。言論自由乃基本法（假若特區政府仍視基本法為香港最高權威之憲制文件）第二十七條明文保障
之基本人權。若市民於街上表達政見/支持某候選人之活動不違返法例，其於網上發表政見或表明支持
某一候選人亦不應視作違返法例。

本人亦認為可獲豁免之開支應只限於電費及上網費，因為於網上表達意見時必會招致此兩項費用，而且
上網表達政見招致之費用與於其他用途招致之電費及上網費實在難以分開計算。至於其他可能因此招致
之費用，包括以圖片表達表見時製作圖片所須費用、向網站(包括社交媒體)支付以推廣其宣傳文件/意見
之費用、聘請第三者在網上發表支持某候選人/為某候選人吶喊助威之費用等等，均不應豁免。 
2. 選舉調查的規管

本人反對禁止或限制於選舉當日或選舉日前在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任何形式之選舉調查。由於禁止拉票
區以外進行之選舉調查，可能包括非選民或未投票選民之意見，因此未必反映實況。選民若根據此等選
舉調查之結果作策略投票（即所謂配票），乃其自由意志之表達。而此等選舉調查之經費若已計入候選
人之選舉開支，已可視作合法競選廣告。因此，本人認為政府不應設置法例禁止/規管禁止拉票區以外
進行選舉調查以杜絕配票行為。

反之，於禁止拉票區內進行之選舉調查（下稱票站調查），則因為受訪者皆為已投票之選民，調查機構
可以統計方法推斷投票實況。若調查機構遵守現行法定聲明中有關票站調查之條款及指引，於選舉結束
前將票站調查結果保密，本應問題不大。但過去曾有不少新聞報道揭發部分調查機構違反保密條款，於
選舉結束前向某陣營候選人透露調查結果，令其比其他候選人更易調整宣傳策略及動員支持者投票，是
為不公。因此，本人建議當局立例禁止於選舉結束前發佈或披露任何票站調查結果，並增加違反票站調
查相關規例之懲罰，考慮施行罰款或監禁，取代現行之譴責聲明。 
3. 投票時間

本人反對縮短投票時數。貴局必須明白，即使多數選舉安排於星期日舉行，許多選民亦須於選舉日上
班。縮短投票時數勢必令此等選民更難遷就時間投票，變相剝奪此等選民行使公民權利之機會。另外，
去年立法會選舉亦曾出現投票結束前大批選民於票站外等候投票，令該票站於凌晨三點方能關閉之情
況，因此即使縮短投票時數，亦未見得如諮詢文件提及可提早結束投票、公佈結果及歸還場地。因此，
本人建議與其縮短投票時數，貴局不如訂選舉日為公眾假期，以便選民投票。貴局甚至應訂選舉翌日為
公眾假期，以紓緩貴局須盡快歸還場地之壓力，亦可使選舉工作人員、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傳媒、選民
以至票站附近之居民得以休息，紓緩其於選舉日之疲累。

市民
廖成峰

A15300



0e437bb4bd13fbd5240b1b7950ad44a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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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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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01



4866361bb994992383cefb2bd98d3dc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秀盤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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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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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個人認為投票時間應與四年一度的換屆選舉一致

A15302



5b0a9a47c504d83cfaa5f4d15559f7e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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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為左壓低民主派的得票率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從來政府只會諗點
樣可以令人去投票，點解今時今日竟然係會諗減少投票時間，等少人可以投到
票。呢個政府想做乜大家都心中有數。簡直就係無恥。我而家係明確反對你地成個建
議，呢段意見亦都係我親自打，你地唔好將我個意見當做咩重覆，咩意思不明確! 

A15303



926b41498defbb8a93e416fba4bbe23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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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 

A1530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8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Dear Sir 
I am strongly disagree shortening polling hours of public election. This will deprive the right 
of election of the Hong Kong eligible voter, 
First and Foremost, there are staggering number of Hong Kong Voter needs to work on 
Election day. It is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the voters cannot meet the polling hours due to 
long working hours in Hong Kong. Furthermore, there is a soar rise on voter turnout in 2016 
LegCo GC Election than 2015 DC Ordinary which is around 70K higher.  With the 
populations keep raising in Hong Kong, the number of voter per hour will be increasing. 
Obviously, this will further increase number of voter per hour if the government shortening 
the polling hours. Also, the voter turnaround rate is highest from 20:30 to 22:30. There  are 
few rolling centres need to extend the polling hour as there are enormous number of voter 
still waiting after 22:30. Therefore, it is axiomatic that the polling hours need to open till 
22:30 or even longer till 24:00. 
From another stance, there are concern on the polling hours closed late resulting the venue of 
polling centre cannot returned on time. This can be easily solved by increase number of 
electoral staff to help the counting work.  Furthermore, the election is held every 4 years for 
 DC ordinary and LeCo GC Election, the impact on returning the venue late to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 is very minimal.
 Viewed as a whole, it is pivotal that the ROC should keep the currently polling hours from 
7:30 to 22:30. Only then could all Hong Kong eligible voter can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vote 
on the polling day. 
Your faithfully, 
I W Leong 

A15305



19f346ce6ad19d802b154395606c84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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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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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06



431c05f83e1e0d533963c8860cff6de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i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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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去年已經很多人需要排隊

A15307



d890daf47f3ba86cb06a459f4a333f9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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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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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08



0f07360570ebbb6ea07c68fd7690538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3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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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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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我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09



182449f51abe4be8142f2e73901bbc8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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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10



 

c0d5e7959aa182fc38ce86f9d4663f2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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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agree, it sounds to me like a political decision rather than a normal review 
on the voting procedures.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11



c5697db6891e39e034eb5aa2500fb53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ryl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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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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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維持現狀

A15312



794ef450deb155c1f640fb3c6f15f3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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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13



81f55e4bcd9f14b30a18027dff6f440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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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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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14



218016fb952473e3157af3581adddf0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Boon H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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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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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wrong decision 

A15315



a174f7f39b6ff0753a9190eb7695ccb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m Chun Kit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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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不應為方便工作人員
或更快交場，而犧牲選民投票時間和權利, 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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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16



ce088bfbbfc8794b2db581b68f7f5e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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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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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同意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17



72c6aad0d8dd1ecb3c0aae717d8f938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Au King Man Gi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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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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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318



0a01a1a942096ba9dca1e42382e4b3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P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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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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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tated 

A15319



c57f3cba3d7e2a1a1d6b6a95d84b748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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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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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20



6fe8153fa8ace7bc2c0638b0019761c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韋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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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按照一直原有決定

A15321



da30c48e003176485b9e8fa2f75d347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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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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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睇諒市民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22



4772d18524d2425e49f18d06e3caf22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崔俊朗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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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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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影響巿民投票權利

A15323



4b92c675f7599ac62504534eb810c90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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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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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24



b46d770ff3e6433c42824ea8d7adca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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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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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25



6d1c7b7a631a82fddabfd9ac822f7fe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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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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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26



837adc9e013004fe568f3367b7fecd0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w Wing Ch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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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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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327



a4fb471b6146d37c8c62f3a2b84166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邱兆麟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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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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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是公民權利，政府理應盡力方便市民。投票日雖然是星期日，但香港
很多從事服務業的選民需要在下班後投票，選舉期間票站在關門前出現人龍的情況屢
見不鮮，縮短投票時間等於剝奪他們的投票權。

A15328



0c5c6659a5e5deb43976cabaf942f97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ong chun wah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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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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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329



3c6a941855091bebea38a6ff4d0e0c1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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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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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0



86995905cf93dce5a2fdc43f81d0575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夏卓麟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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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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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現在沒有需要縮短投票時間的急切性

A1533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4 
Subject: 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Dear Sir, 

Please note my comment as follow:

反對縮短日後選舉投票時間

縮短投票時間除不便需要上班的市民，亦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 

Regards 

Erik Chiang 

A15332



28605e0a1b566e7db6b354180abfa10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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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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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3



2910e526303b13eb79e2961cdfd750f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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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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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支持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4



fd3df4aa07bc7a98abaf7ba1f8a0264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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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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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5



997a96e0deba6ecc8cd4ee3387c21e0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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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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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應該，完全感到不可理喻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6



c946acc865deae852bf1c77372d916c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鄭煒琛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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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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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無事找事幹

A15337



06e846f01efd5e3524967c06172d986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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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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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有些人需要多時間去了解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8



f00436f3bd89eda99b1324c8c4c9130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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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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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39



884d087474216591130769aa589cfd2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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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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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0



f7b24c6ad007443cec70cd549500cc1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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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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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1



c76fc538702de4adb3df923182b95e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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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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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2



5c4f3855fbad4a0947c3ba5551a856c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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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剝奪市民投票的權利

A15343



f81250ae3b775e7d361fe4f99f22a8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黃梓洛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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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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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44



c282aab2ac808f2335647dfda93f717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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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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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5



9e8eaa7e4c750516bb645dbb21b6f69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Wilson Ch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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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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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堅決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A15346



f92eedf0a4bf898a923ae2854325795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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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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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7



0f23ddef263e585fe8d1889d7071e6d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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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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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8



236395985f0f457931de0f61404c235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4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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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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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49



d7bcc9cbcb65ec30ecbc267e4a7dc8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0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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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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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0



48561006426d46d911d067f8601e062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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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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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1



5c028e08787cfe4a7f7f3614c2d75f7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1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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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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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2



f29fa01189d9360d8f3c562cbb4d1a7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Ng Yui Ho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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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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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根據以往投票情況，應該要延長投票時間

A15353



2ec63c4285b74120c54db302b76a3e6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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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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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4



1383ddcdeda1b7d414cddc84ca40ce0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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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355



eba499024c34549688ca46fec42a729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2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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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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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2 
Subject: 就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公眾諮詢提交建議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就個人或團體廣告或豁免範圍意見如下： 
- 就個人對各候選人的評論及選舉意願，或呼籲其他人投某人票或不投某人票都不應規
管，這是言論自由及個人向其他人推介或不推介的權利，其他人可就這些言論自行判
斷是否應同，這是大家的自由。而這些行為就像各義工拉票一樣，而這種行為只是為
義工，擴展到個人自發而已。 
- 而就團體對選舉的安排，本人覺得，維持不變是最好的。 
- 而就 2.14 所說電費及上網費開支不再視作非法行為。本人覺得對第三者自行架設網
站或設計等，都應豁免，不視作非法行為，這是個人的決定及支持而已，也不涉及金
錢。而如果有關付費宣傳就要規管，因那是直接的付費宣傳。

就選舉調查的意見如下： 
- 本人看不到票站調查對公眾有什麼得益，只是在結束投票時，即時有個像初步的調查
及大家先睹為快而已，而調查也並不一定準確，反而讓有些組織有機會偷取結果私自
取用的風險，故此，個人覺得票站調查是不需要的，應全面取消。而就公平的原則，
亦可考慮，既然有被偷取的危險，倒不如，就公開調查結果給公眾及各團體查閱，也
是一個公平的做法。如選擇公開，調查機構就必需要公正公認的機構而做的。 
- 在投票前的調查，本人覺得不應規管，因為調查本身也是選民的一個重要參考，例
如，發覺某一候選人支持度高，市民可了解原因，這候選人是否值得支持，而作一參
考。反過來也是，如果有一候選人支持度低，也可以值此了解，這候選人是否真的不
應支持，對市民來說，這是一些重要的參考，故此，選舉前的民意調查對市民是非常
有參考價值的，市民生活都很忙碌，這些調查有助市民簡單的了解各候選人，對公民
負任，投票意慾，投票率，都有正面的支持，故不意規管投票前的調查。 
- 現在的選舉很覆雜，要投誰要考慮眾多因素，例如個人誠信等，而如果有些候選人誠
信或醜聞問題，在選前一兩天才知道，也大大影響市民投票取向，故此，作為一個公
開公平公正的香港，理應將資料都公開給市民知道，不應規管選前不可公布調查結
果。 
- 例如市民知道自己喜愛的候選人支持度落後，自行叫朋友支持投票亦是人知常情，在
公平公開公正原則下，不應規管調查結果公布。

就選舉時間意見： 
- 本人覺得現時投票時間很好，不應改動，有利市民投票，盡公民責任，香港人太過忙
碌，投票時間長是很重要的。 
- 如政府覺得工作人員太辛苦，可以將人員分作兩更工作就可以了。不應為了工作時間
或開支而削減了市民的權利。

小市民

A15357



 

ff60c0ae2e2aa949125ea7651dfce7b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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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ly opposite of what we ne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8



0e26e964bae3f05b39fd31117c6cf6e4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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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59



8af7c517f2e32d87fa0c529ce3fc27f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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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要再加長投票時間

A15360



59187a9629148bceb95204b7158f83d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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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A15361



750b24e809c74037e1cb59cc853e036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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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是市民表態的一個重要方式，投票時間應該要盡量
便利各個不同行業人士，政府如果要爭取更高的投票率，絕不可能貪圖小小的便利去
縮短投票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62



3cf3ab7f44fa5602f0c05a513124ff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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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63



44ff04acc0f564a305b548fedbe1e4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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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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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莫視市民需要及剝奪公民權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64



714b93d9619e8773023e83b54bd5761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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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65



e041f8024b08466d57d386430a96a8f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Tsang Pui Yan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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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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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366



514e21f54b147b6449ad1b88cd6d836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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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3 
Subject: 反對縮短投票時間

雖然香港地方小，但人多車多常塞車，車程長，而且大部份市民跨區工作，加上香港
人工時長是世界知名的，實不應縮短投票時間！
每個國家城市都有不同的習慣，實不能因交還場地的時限問題及人手安排而仿傚外國
減少投票時間，犧牲港人投票權利，犧牲民主。

另外，本人贊成豁免第三者網上發表意見而視作選舉廣告。當然如該人/團體有收取費
用或額外花費應另當別論。

A15368



7724cac4096f003939973a7aeca7d8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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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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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69



8d176ec4c1a4c82f20061029fe6f97b9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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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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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政府漠視港人有足夠投票的時間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70



90f751056baa023f11f0574cf8d28a0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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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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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71



19b413806e940d24fc1fbe2805302e1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4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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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er the better 

A15372



2c0f0376ce61d902f92281565cfe5845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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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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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73



92fff03fb7397a2f6c454030f6b435ed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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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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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74



6344c58c1f56a843691efcebb2e01cd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李志豪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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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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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375



46670d17691c158297884e3b9549a6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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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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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76



61186a9d7aea21f2847b145416002d6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5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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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對政府建議縮短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之建議，因為立法會選舉有多個票
站在投票末段出現人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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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77



3b07d2fec4598cdb400cee1262265df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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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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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78



0829b4dec0f522ff05640df076cb7c16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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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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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絕對反對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79



96436ae2a82abb289d1d0a6192a36c8a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6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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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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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80



20bbf1245dee3fe85fda082806c50e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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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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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81



71db9bcf6744675bfd43353e970de34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eung Hoi sheung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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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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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應延長投票時間

A15382



2e72923139aecc0ec7eabb34ac82f78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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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不方便, 剝削投票者操作空間

A15383



16133af903e00fed9c2a9456f8b019b1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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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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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Disagree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84



 

246037dc20eb504b9628ef9a6f737ce8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Venus Yim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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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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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反對！

A15385



e189736e3b1f3a05da0346eb287a2dc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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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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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86



11c8d0c0f8e5b93bce31688ab573193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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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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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387



88aad52615a3a4208b3d057ef0989663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7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K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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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388



3f28769611338e12884ef83c0d18c210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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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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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應該將將投票日數增加到兩日，碰巧投票日要上班的亦多個機會投票。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89



a141ed8e2f7c6bcbb32da16f4cdd1bdc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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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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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0



902aba2e909a12b3f62607c0dcb9527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Cha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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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民

A15391



8fbe2b7dedff43f24dc3b03c41596b8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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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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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2



0a0c832b6d335b20811f02df1718e25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8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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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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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3



6f4253f0c682ae57f86ae579cd25249e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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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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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4



d516bf24d809b776e3c52f2dcdf1260f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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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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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不可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5



e6754422c81003c9c328ffef6957ce6b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邱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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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投票站

A15396



cd7271ea7ba5d751a79f06eb38801bc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Lai Yan Yi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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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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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A15397



d5cbdaa5b1cc36cd88a8295572514867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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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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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8



41e523cafb71ebf8cdbe3b7fc446ac62

  

From: 
To: rea_consultation@cmab.gov.hk, 
Date: 29/12/2017 23:59 
Subject: 反對縮短選舉投票時間

姓名： (署名來函)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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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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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Not answered]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者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1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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