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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X號公告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第 541章，附屬法例 D） 
（規例第 28及 29條） 

 
立法會補選 

新界東地方選區 
指定投票站及點票站公告 

 
補選日期：2016年 2月 28日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投票站及點票站，而以星號（*）標註的地方被指定為特別投票站，
以供在 2016年 2月 28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進行投票及點票：─ 
 

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方 

*N01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益街 9號 

*N0201 粉嶺公立學校 

新界粉嶺粉嶺村 651號 

*N0202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新界粉嶺新運路 28號 

*N0301 祥華社區會堂 

新界粉嶺祥華邨 

*N04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新界粉嶺一鳴路 12號 

*N0501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新界粉嶺華明邨 

*N06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新界粉嶺欣盛里 2號 

*N0602 路德會賽馬會雍盛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粉嶺雍盛苑雍盛商場 2樓 

*N0701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新界粉嶺嘉福邨 

*N0801 粉嶺官立中學 

新界粉嶺一鳴路 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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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802 聖公會榮真小學 

新界粉嶺吉祥街 3號 

*N09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新界上水清城路 6號 

*N1001 風采中學 (教育評議會主辦) 

新界上水清城路 8號 

*N1101 新界喇沙中學 

新界上水金錢村 

*N1102 蕉徑村公所 

新界上水蕉徑老圍 

*N1103 古洞公立愛華學校 

新界上水古洞村河上鄉路 

*N1104 坑頭村公所 

新界上水坑頭村 25號 

*N1201 彩園會堂 

新界上水彩園邨 

*N1301 龍琛路體育館 

新界上水馬會道 155號 

*N1302 聖公會陳融中學 

新界上水智昌路 6號 

*N130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新界上水旭埔苑 

*N1401 石湖墟公立學校 

新界上水天平邨 

*N1501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新界上水鳳南路 6號 

N1601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新界北區打鼓嶺週田村 

N1602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新界沙頭角石涌凹沙頭角公路 60號 

*N1604 沙頭角中心小學 

新界沙頭角沙頭角墟第 4區 

*N1606 打鼓嶺社區會堂 

新界打鼓嶺坪輋路 136號打鼓嶺鄉村中心政府大樓地下 

*N1701 天平體育館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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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02 聯和墟社區會堂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 9號地下 

*N1801 從謙學校 

新界粉嶺崇謙堂村樂東街 10號 

*N1802 龍山學校 

新界粉嶺龍躍頭 

*N1803 軍地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新界粉嶺沙頭角公路地段 DD83 

N1804 新福事工協會生命導向中心 

新界粉嶺簡頭村 75號 

*N1805 和合石村公所 

新界粉嶺和合石村 23號 D1 

*P0101 大埔社區中心 (展覽廳)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2號 

*P0201 大埔官立中學 

新界大埔安邦路 12號 

*P0301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新界大埔大元邨 

*P0302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新界大埔富亨邨 

*P0401 大元社區會堂 

新界大埔大元邨 

*P0501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大埔富亨邨第 4期 

*P0601 富善社區會堂 

新界大埔富善邨 

*P070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新界大埔富善邨 

*P0801 廣福社區會堂 

新界大埔廣福邨 

*P0802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新界大埔東昌街 

*P0901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新界大埔廣福邨 

*P1001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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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2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 4641號 

*P1101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 

*P1201 羅定邦中學 

新界大埔馬聰路 8號 

P1202 挪威國際學校 

新界大埔錦山路 170號 

*P1301 南華莆村崇真堂 

新界大埔林村谷大窩西支路南華莆村 2號 

*P1302 獅子會林村青年中心 

新界大埔林村放馬莆 

P1303 泰亨公立學校 

新界大埔泰亨村中心圍 9號 

*P1401 大埔官立小學 

新界大埔大埔太和路 8號 

*P1501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新界大埔太和邨 

*P1601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大埔太和邨 

*P1701 大埔三育中學 

新界大埔大埔頭徑 2號 

P1702 九龍坑公立育賢學校 

新界大埔九龍坑村 62號 

P1703 康樂園服務處會議室 

新界大埔康樂園市中心徑 5號 1樓 A室 

*P1801 大美督村公所 

新界大埔大美督村 51號 A 

*P1802 船灣詹屋村村公所 

新界大埔汀角路船灣詹屋村 38號 

P1803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P1901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新界西貢北西澳年明路 1號 

*Q0101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新界西貢親民街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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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102 萬宜漁村公共會堂 

新界西貢對面海康健路 140號萬宜漁村 

*Q0201 前西貢中心小學 

新界西貢蠔涌 

*Q0401 港澳信義會小學 

新界將軍澳集福路 4號 

Q0501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新界西貢竹角路 8號 

*Q0601 播道書院 

新界將軍澳至善街 7號 

*Q070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澳景路 88號維景灣畔第 17座地庫 3層 

*Q0801 將軍澳香島中學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4號 

*Q09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 38號 

*Q1001 寶覺中學 

新界將軍澳彩明苑彩明街 9號 

*Q1101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新界將軍澳彩明苑彩明街 7號 

*Q1201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8號 

*Q1301 將軍澳運動場 

新界將軍澳寶康路 109號 

*Q1401 將軍澳官立小學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 

*Q1501 翠林體育館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 

*Q1502 景嶺書院 

新界將軍澳林盛路 1號 

*Q1601 翠林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 

*Q1701 迦密主恩中學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 

*Q1801 寶林邨文娛活動會堂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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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01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新界將軍澳貿泰路 2號 

*Q1902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新界將軍澳學林里 8號 

*Q2001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將軍澳景林邨 

*Q2101 天主教鳴遠中學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 

*Q2201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第 3期 

*Q230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新界將軍澳第 2期第 34區煜明苑 

*Q2401 尚德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美樓 

*Q250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新界將軍澳唐明街 2號尚德邨 

*Q2601 啓思中學 

新界將軍澳蓬萊路 3號 

*Q2602 康城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日出康城首都 

*R0101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新界沙田瀝源邨瀝源街 3至 5號 

*R0102 沙田官立中學 

新界沙田文禮路 11至 17號 

*R0201 瀝源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瀝源邨 

*R0301 禾輋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平台 

*R040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新界沙田第一城得榮街 2號 

*R0501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新界沙田愉田苑 

*R0601 慈航學校 

新界沙田源昌里 1號 

R0602 富豪花園商場一樓富豪橋有蓋走廊 

新界沙田大涌橋路 52號富豪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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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701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新界沙田沙角邨 

*R0801 博康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博康邨 

*R0901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新界沙田乙明邨街 2號 

*R1001 秦石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秦石邨 

*R1101 新田圍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R1102 五育中學 

新界沙田大圍新翠邨 

*R120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恩平) 小學 

新界沙田大圍新翠邨第 2期校舍 

*R130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新界沙田顯徑邨嘉田苑 

*R1302 顯徑體育館 

新界沙田顯徑邨顯徑商場 

*R1401 美田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大圍美滿里 9號 

*R1501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新界沙田大圍積泰里 1號 

*R1502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新界沙田隆亨邨 

*R1601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顯和里 5號 

*R1602 才俊學校 

新界沙田顯泰街 2號 

*R1701 隆亨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隆亨邨 

*R1801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新界沙田翠田街 2號新翠邨 

*R1901 佛教黃允畋中學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邨 

*R1902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新界沙田大圍積福街 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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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01 美林體育館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邨第 3期 

R200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新界沙田大圍銅鑼灣山路 1號 

R2101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新界沙田穗禾苑 42A地段 

*R2201 賽馬會體藝中學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 5至 7號 

*R2301 香港中文大學富爾敦樓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富爾敦樓 309室 

*R2302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路 1號地下 

*R2401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R250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西沙路 632號頌安邨 

*R2601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30號 

*R2801 明愛馬鞍山中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路 2號 

*R2901 利安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沙安街 23號馬鞍山利安社區服務大樓 

*R3001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苑 

*R3002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馬鞍山路 208號 

*R3101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 

*R3201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第 1座校舍 

*R3202 恒安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 

*R3301 德信中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寧泰路 27號 

*R340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信街 3號富安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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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40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第 2校舍 

*R3501 尤德夫人學童牙科診所 

新界沙田插桅杆街 31至 33號 1樓 

*R3601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新界沙田安景街 5號 

*R360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新界沙田石門安睦里 6號 

*R3701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 56號 

*R3801 廣源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廣源邨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小投票站，以供在 2016年 2月 28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進行投票：─ 
 

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小投票站的地方 

N1603 吉澳村公所 

新界沙頭角吉澳島吉澳大街 51號 

N1605 李氏宗祠 

新界沙頭角烏蛟騰村祠心路 103號 

P1902 西貢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新界西貢北潭涌大網仔路 531號 

P1903 塔門鄉公所 

新界大埔塔門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專用投票站，以供分配予受任何執法機構（懲教署除外）羈押的選

民在 2016年 2月 28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投票：─ 
 

專用投票站 
編號 指定為專用投票站的地方 

U0203 田心警署 

新界沙田顯徑街 2號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大點票站，用以點算在 2016 年 2 月 28 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在小投
票站所投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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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點票站 
編號 指定為大點票站的地方 

N1602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新界沙頭角石涌凹沙頭角公路 60號 

P1901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新界西貢北西澳年明路 1號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大點票站，用以點算在 2016年 2月 28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在專用
投票站（包括後備專用投票站（如使用的話））所投的票：─ 
 

大點票站 
編號 指定為大點票站的地方 

N1302 聖公會陳融中學 

新界上水智昌路 6號 

Q090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 38號 

Q2201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第 3期 

R1601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顯和里 5號 

R2001 美林體育館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邨第 3期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上述補選的後備投票站及後備點票站：─ 
 

指定為後備投票站及後備點票站的地方 

鳳溪第一小學 (附屬小學) 

新界上水馬會道 15號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新界大埔廣福邨 

健彩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健明邨彩明商場擴展部份 6樓 

沙田崇真學校 

新界沙田瀝源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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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上述補選的後備點票站：─ 
 

指定為後備點票站的地方 

祥華社區會堂 

新界粉嶺祥華邨 

龍琛路體育館 

新界上水馬會道 155號 

打鼓嶺社區會堂 

新界打鼓嶺坪輋路 136號打鼓嶺鄉村中心政府大樓地下 

天平體育館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 3樓 

聯和墟社區會堂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 9號地下 

和興社區會堂 

新界粉嶺和鳴里 7號地下 

大埔社區中心 (展覽廳)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2號 

大元社區會堂 

新界大埔大元邨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大埔富亨邨第 4期 

富善社區會堂 

新界大埔富善邨 

廣福社區會堂 

新界大埔廣福邨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大埔太和邨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新界西貢親民街 8號 

將軍澳運動場 

新界將軍澳寶康路 109號 

翠林體育館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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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為後備點票站的地方 

翠林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將軍澳景林邨 

尚德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美樓 

康城社區會堂 

新界將軍澳日出康城首都 

瀝源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瀝源邨 

禾輋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平台 

博康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博康邨 

秦石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秦石邨 

新田圍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顯徑體育館 

新界沙田顯徑邨顯徑商場 

美田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大圍美滿里 9號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顯和里 5號 

隆亨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隆亨邨 

美林體育館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邨第 3期 

利安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沙安街 23號馬鞍山利安社區服務大樓 

恒安社區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 

廣源社區會堂 

新界沙田廣源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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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為後備點票站的地方 

選舉事務處加路連山道貨倉 

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 98號 

選舉事務處屯門貨倉 

新界屯門建發街開泰工廠大廈 5樓 564室 

選舉事務處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九龍九龍灣展貿徑 1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13樓 

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 

香港灣仔愛群道 44號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後備專用投票站，以供分配予受任何執法機構（懲教署除外）羈押

的選民在 2016年 2月 28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投票：─ 
 

專用投票站 
編號 指定為後備專用投票站的地方 

U0209 上水分區警署 

新界粉嶺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 8號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設於監獄的後備專用投票站，以供分配予受懲教署羈押的選民在

2016年 2月 28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投票：─ 
 

專用投票站 
編號 指定為後備專用投票站的地方 

U0101 歌連臣角懲教所 

香港柴灣歌連臣角道 123號 

U0104 勵顧懲教所 

喜靈洲 

U0105 喜靈洲懲教所 

喜靈洲 

U0106 喜靈洲戒毒所 

喜靈洲 

U0108 荔枝角收押所 

九龍蝴蝶谷道 5號 

U0109 勵敬懲教所 

新界葵涌華泰路 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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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投票站 
編號 指定為後備專用投票站的地方 

U0110 勵新懲教所 

喜靈洲 

U0112 塘福懲教所 

大嶼山蔴埔坪道 31號 

U0113 白沙灣懲教所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 101號 

U0114 壁屋懲教所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 399號 

U0115 壁屋監獄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 397號 

U0116 赤柱監獄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 99號 

U0117 赤柱監獄 (甲類囚犯綜合大樓)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 99號 

U0118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新界小欖康輝路 21號 

U0119 石壁監獄 

大嶼山石壁水塘道 47號 

U0120 沙咀懲教所 

大嶼山石壁水塘道 35號 

U0121 大欖懲教所 

新界大欖涌大欖涌道 108號 

U0122 大欖女懲教所 

新界屯門大欖涌道 110號 

U0123 東頭懲教所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 70號 

U0124 大潭峽懲教所 

香港石澳道 110號 

U0125 羅湖懲教所 

新界上水河上鄉路 163號 

 
 
2016年 1月 29日 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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