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210號公告第 XX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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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補選 
九龍西地方選區 

指定投票站及點票站公告 
 

補選日期：2018年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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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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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101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號 1樓 104室 

*E0201 
九龍公園體育館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 

*E0401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 60號地下 

*E0501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九龍油麻地海泓道 10號 

*E0601 
旺角社區會堂 

九龍旺角上海街 557號旺角綜合大樓 2樓 

*E070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6號 

*E0801 
香港保護兒童會中銀幼兒學校 

九龍大角咀奧海城海輝道 11號政府服務中心地下 

*E0901 
路德會沙崙學校 

九龍大角咀櫻桃街 18號 

*E1001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九龍大角嘴道 148號 

*E1101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九龍大角咀道 150號 



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方 

*E1201 
鮮魚行學校 

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 33號 

*E1301 
聖公會基榮小學 

九龍荔枝角道 23號 

*E1401 
界限街一號體育館 

九龍旺角洗衣街 200號 

*E150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九龍旺角洗衣街 31號 

*E1601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九龍油麻地碧街 51號 

*E1701 
油蔴地街坊會學校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 80號 

*E1702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 

九龍紅磡紅樂道 8號 

*E1901 
佐敦道官立小學 

九龍油麻地南京街 1號 B 

*F0101 
保安道體育館 

九龍深水埗保安道 325-329號保安道市政大廈 2樓 

*F0201 
福榮街官立小學 

九龍深水埗福榮街 231號 

*F0301 
英華女學校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101號 

*F0401 
石硤尾社區會堂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石硤尾邨 42座 

F0501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街 58號 

*F0601 
深水埔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九龍深水埗汝州街 88號地下 

*F0701 
北河街體育館 

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6樓 

*F0801 
南昌社區中心 

九龍深水埗昌新里 1號 

*F090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33號 



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方 

*F1001 
麗閣社區會堂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 

*F1101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荔枝角道 700號 

*F1201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九龍深水埗海麗街 1號 

*F1301 
美孚新邨孚佑堂 

九龍美孚新邨第 2期百老匯街 38號 

*F1401 
博愛醫院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天橋底(荔灣街市側) 

*F1501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九龍荔枝角荔灣道 1號 

*F1601 
深水埗官立小學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101號 

*F1701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九龍深水埗永康街 70號 

*F1801 
長沙灣體育館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及興華街交界 

*F1901 
長沙灣社區中心 

九龍長沙灣發祥街 55號 

*F2001 
白田社區會堂 

九龍白田邨白田社區綜合大樓地下(白雲街白田救護站對面) 

*F2101 
聖母玫瑰書院 

九龍又一村玫瑰街 22號 

*F2201 
大坑東社區中心 

九龍大坑東棠蔭街 17號 

*F2301 
白田天主教小學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 

*F2302 
香港城市大學澤安中心 

九龍深水埗澤安邨 

*F2303 
嗇色園主辦可澤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澤安邨榮澤樓地下 1-2號 

*G0101 
馬頭涌官立小學 

九龍土瓜灣福祥街 1號 



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方 

*G0201 
土瓜灣體育館 

九龍土瓜灣下鄉道 66號 

*G030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九龍土瓜灣上鄉道 24號 

*G0401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九龍土瓜灣天光道 24號 

*G0501 
聖文嘉幼稚園 

九龍何文田南常樂街 3號冠熹苑地下 

*G0502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九龍何文田何文田邨恬文樓地下 

*G0601 
女青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 

九龍窩打老道山文福道 5號 

*G0602 
何文田官立中學 

九龍何文田巴富街 8號 

*G0701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九龍太子道西 256號 A 

G0702 
九龍總商會 

九龍何文田自由道 2號龍總大廈 2樓 

*G0801 
賽馬會官立中學 

九龍九龍塘牛津道 2號 B 

*G0901 
九龍塘官立小學 

九龍九龍塘添福道 6號 

*G0902 
九龍方方樂趣幼稚兒園 

九龍九龍塘對衡道 20號 

*G1001 
九龍城體育館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 100號九龍城市政大廈 3樓 

*G1101 
聖三一堂小學 

九龍九龍城富寧街 57號 

*G1201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九龍啟德沐虹街 9號 

*G1301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九龍啟德承啟道 28號德朗邨 

*G1401 
聖公會聖匠小學 

九龍土瓜灣貴州街 14號 



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方 

*G150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九龍土瓜灣炮仗街 39號 

*G1601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九龍土瓜灣崇安街 28號 

*G1701 
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 

九龍紅磡海逸豪園 23座地下 

*G1702 
紅磡社區會堂 

九龍紅磡庇利街 42號九龍城政府合署高層地下 

*G1801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德安街 30號 

*G1901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九龍紅磡灣愛景街 3號 

*G1902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 2期 18座 1樓 

*G2001 
愛培學校 

九龍紅磡差館里 16號 

*G2101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11號紅磡市政大廈 3樓 

*G2201 
前法國國際學校(紅磡校舍) 

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 68號 

*G2301 
何文田體育館 

九龍何文田忠義街 1號 

*G2401 
天主教領島學校 

九龍何文田俊民苑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專用投票站，以供受任何執法機構（懲教署除外）羈押的選民在 2018
年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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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202 長沙灣警署 

九龍荔枝角道 880號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大點票站，用以點算在 2018年 11月 25日舉行的上述補選中在各專
用投票站 (包括後備專用投票站（如使用的話））所投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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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尾道官立小學 

九龍旺角塘尾道 170號 

佛教大雄中學 

九龍深水埗蘇屋長發街 38號 

合一堂學校 

九龍巴富街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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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公園體育館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 60號地下 

旺角社區會堂 

九龍旺角上海街 557號旺角綜合大樓 2樓 

界限街一號體育館 

九龍旺角洗衣街 200號 

大點票站編號 指定為大點票站的地方 

 E0401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 60號地下 

E070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6號 

F1501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九龍荔枝角荔灣道 1號 

F1601 深水埗官立小學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101號 

G1702 紅磡社區會堂 

九龍紅磡庇利街 42號九龍城政府合署高層地下 



指定為後備點票站的地方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 

九龍紅磡紅樂道 8號 

保安道體育館 

九龍深水埗保安道 325-329號保安道市政大廈 2樓 

石硤尾社區會堂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石硤尾邨 42座 

北河街體育館 

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6樓 

南昌社區中心 

九龍深水埗昌新里 1號 

麗閣社區會堂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九龍荔枝角荔灣道 1號 

長沙灣體育館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及興華街交界 

長沙灣社區中心 

九龍長沙灣發祥街 55號 

白田社區會堂 

九龍白田邨白田社區綜合大樓地下(白雲街白田救護站對面) 

大坑東社區中心 

九龍大坑東棠蔭街 17號 

土瓜灣體育館 

九龍土瓜灣下鄉道 66號 

九龍城體育館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 100號九龍城市政大廈 3樓 

紅磡社區會堂 

九龍紅磡庇利街 42號九龍城政府合署高層地下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11號紅磡市政大廈 3樓 

前法國國際學校(紅磡校舍) 

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 68號 

何文田體育館 

九龍何文田忠義街 1號 

荔枝角社區會堂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 863號地下 



指定為後備點票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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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事務處啟德郵輪碼頭貨倉 

九龍九龍灣啟德承豐道 33號 

選舉事務處宏昌大廈貨倉 

九龍長沙灣荔枝角道 783號宏昌大廈 B座 8樓 

 
現公布下列地方被指定為後備專用投票站，以供受任何執法機構（懲教署除外）羈押的選民在

2018年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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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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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監獄的後備專用投票站，以供受懲教署羈押的選民在 2018年 11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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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110 勵新懲教所 

喜靈洲 

U0112 塘福懲教所 

大嶼山蔴埔坪道 31號 



專用投票站編號 指定為後備專用投票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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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0月 26日 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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