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08 年立法會選舉與 2010 年立法會補選位置不同的投票站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2010 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站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所 屬區 議會

選區名稱 

2010 年立法會補選

沒有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2010 年立法會補

選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A0101 聖公會基恩小學 中環 未能借用 A0101 專業聯合中心 可供借用 

A0401 聖保羅男女中學 山頂 有面積較大的 

地點可供選擇 

A0401 聖若瑟書院 面積較大 

並可供借用 

A0501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大學 未能借用 見註 

A1101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服務

中心 

西營盤 未能借用 A1101 李陞小學 可供借用 

A1302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東華 不方便輪椅使用者

進出 

A1302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方便輪椅使用者

進出，並可供借用 

B030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時代幼

兒學校 

鵝頸 位置不便 B0301 新加坡國際學校 (香港) 位置適中， 

並可供借用 

B0901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司徒拔道 未能借用 見註 

B0902 瑪利曼中學 司徒拔道 校外有裝修工程 B0901 寶血小學 可供借用 

C0601 筲箕灣崇真學校 阿公岩 位置不便 C0601 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 位置適中， 

並可供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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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2010 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站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所 屬區 議會

選區名稱 

2010 年立法會補選

沒有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2010 年立法會補

選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C1101 福建中學 (小西灣) 景怡 未能借用 C1101 培僑小學 可供借用 

C1601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天后分

校) 

天后 已搬遷 C1601 張祝珊英文中學 可供借用 

C2501 北角官立小學 鰂魚涌 未能借用 見註 

C3201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

福利部-愛華青少年綜合服

務隊 (耀東服務處) 

上耀東 未能借用 C3201 香港復康力量 可供借用 

D0302 香港真光書院 鴨脷洲北 未能借用 見註 

D0701 海怡社區中心 海怡西 未能借用 D0701 維多利亞 (海怡) 國際幼

稚園 

可供借用 

D1301 明愛賽馬會香港仔服務中

心 

田灣 未能借用 D1301 明愛張奧偉國際賓館 可供借用 

E1001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

中心 

大角咀北 不方便輪椅使用者

進出 

E1001 鮮魚行學校 方便輪椅使用者

進出，並可供借用 

E1301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旺角東 未能借用 E1301 界限街一號體育館 可供借用 

F1401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九龍西分校 

美孚北 有位置更方便 

的選擇 

F1401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位置方便並 

可供借用 

F1601 佛教大雄中學 蘇屋 未能借用 F1601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蘇

屋) 

可供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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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2010 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站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所 屬區 議會

選區名稱 

2010 年立法會補選

沒有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2010 年立法會補

選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F2102 嗇色園主辦可澤耆英鄰舍

中心 

龍坪及上白

田 

有位置更方便的 

選擇 

F2102 香港城市大學澤安中心 位置方便並 

可供借用 

G030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

義學校 

馬頭角 未能借用 G030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可供借用 

G050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

心 

常樂 未能借用 G0501 佛光街體育館 可供借用 

G1401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土瓜灣南 未能借用 G1401 天神嘉諾撒學校 可供借用 

G1701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

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 

黃埔西 未能借用 G1701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可供借用 

G2101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愛民 未能借用 G2101 何文田體育館 可供借用 

H0201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龍下 未能借用 H0201 聖公會基德小學 可供借用 

H0601 鳳德社區中心 1 樓會議室 龍星 面積太小，位置 

不便 

H0601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

雲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面積和位置適

合，並可供借用 

H0702 嘉諾撒小學 (新蒲崗) 新蒲崗 未能借用 H0702 文理書院 (九龍) 可供借用 

H1001 摩士公園體育館 樂富 位置不便 H1001 聖博德學校 位置適中， 

並可供借用 

H1302 嘉寶中英文幼稚園 (舊址) 翠竹及鵬程 未能借用 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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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2010 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站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所 屬區 議會

選區名稱 

2010 年立法會補選

沒有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2010 年立法會補

選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H1601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慈雲西 未能借用 H1601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

雲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慈樂分處) 

可供借用 

H2001 聖公會基心小學 瓊富 未能借用 H2001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瓊

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可供借用 

J0101 觀塘官立小學 觀塘中心 未能借用 見註 

J1201 路德會陳蒙恩幼稚園 曉麗 未能借用 J1201 曉光街體育館 可供借用 

J1902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稚園   油塘東 未能借用 見註 

J2601 觀塘瑪利諾書院 寶樂 未能借用 J2601 鐘聲慈善社 可供借用 

J3102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牛頭角 已結束辦學 見註 

J3301 聖公會基樂小學 樂華北 未能借用 J3301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可供借用 

K0802 荃灣川龍村村公所 荃威 未能借用 見註 

K1301 廖寶珊紀念書院 綠楊 未能借用 K1301 荃灣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

中心舊址 

可供借用 

L0101 屯門大會堂展覽廳 屯門市中心 未能借用 L0101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可供借用 

L0902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景興 未能借用 L0902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可供借用 

L2002 裘錦秋中學（屯門） 龍門 未能借用 L2002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可供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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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2010 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站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所 屬區 議會

選區名稱 

2010 年立法會補選

沒有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2010 年立法會補

選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L240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寶田 未能借用 L2401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

念小學 

可供借用 

M0801 崇正公立學校 十八鄉南 未能借用 M0801 前瑋琦幼稚園 可供借用 

M1001 橫洲公立學校 屏山北 未能借用 見註 

M1103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廈村 未能借用 M1103 廈村鄉鄉事委員會 可供借用 

M2801 台山公立學校 (舊址) 八鄉北 未能借用 見註 

S0201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葵盛東邨 未能借用 S0201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可供借用 

S2102 青衣體育館 翠怡 未能借用 S2102 保良局世德小學 可供借用 

S2201 長青邨社區中心 長青 未能借用 S2201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可供借用 

T0501 青松侯寶垣小學 東涌南 未能借用 T0501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可供借用 

N0201 粉嶺公立學校 粉嶺市 未能借用 見註 

N04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

社學校 

華都 未能借用 N0401 和興體育館 可供借用 

N0803 古洞公立愛華學校 上水鄉郊 未能借用 N0803 上水培幼幼稚園 可供借用 

N1002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彩蒲

幼稚園 

彩園 未能借用 見註 

N1301 李志達紀念學校 鳳翠 未能借用 N130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可供借用 

P0901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宏福 未能借用 P0901 廣福社區會堂 可供借用 

P1302 獅子會林村青年中心 林村谷 未能借用 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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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2010 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站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所 屬區 議會

選區名稱 

2010 年立法會補選

沒有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票站編號 票站位置 2010 年立法會補

選在該位置設立

投票站原因 

P1303 泰亨公立學校 林村谷 未能借用 見註 

P1601 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 舊墟及太湖 未能借用 P1601 大埔三育中學 可供借用 

Q0501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

學 

坑口西 未能借用 見註 

Q0602 啓思中學 環保 未能借用 見註 

Q1001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

中學 

澳唐 未能借用 Q1001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可供借用 

R0101 沙田大會堂 沙田市中心 未能借用 見註 

R2502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新港城 未能借用 R2502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可供借用 

R2901 育才中學 (沙田) 耀安 未能借用 R2901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可供借用 

 

註：由於未能在區內物色其他合適場地作替代投票站，有關選民已被編配到附近的投票站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