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 法 會 CB(2)1680/99-00(05)號 文 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0 年立法會選舉宣傳計劃

目的
本文件闡述香港特區第㆓屆立法會選舉宣傳計劃的重點。

背景
2.
隨 選民登記活動 於 2000 年 3 月 16 日結束，我們現踏入宣傳活動
的另㆒個階段，重點工作是呼籲所有已登記選民在 7 月 9 日舉行的選舉委員
會界別分組選舉和 9 月 10 日舉行的換屆選舉㆗投票。我們制訂了大規模的
宣傳計劃，各項活動會在 5 月至 9 月期間相繼展開。我們成立了跨部門督導
小組，成員包括政制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政府新聞處、
選舉事務處、香港電台和廉政公署的代表，負責擬定宣傳計劃的細節，以
及監察計劃的實施情況。

目標
3.

我們的主要目標，是通過以㆘措施，鼓勵選民參與立法會選舉 －
(a)

幫助選 民了解 立法會 選舉的 各個方面 ，以及 該項選 舉對他 們
日常生活的影響；

(b)

向選民 提供選 舉候選 ㆟的資 料，並向 他們解 釋投票 程序的 具
體安排；

(c)

營造和保持選舉氣氛。

4.
此外，我們亦會致力向候選㆟、選舉代理㆟／助理和選民介紹新制
定的《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使他們熟悉該條例的精神和要
點，並會向市民宣傳廉潔選舉的信息。
5.
我們在 5 月的宣傳工作重點，主要在於吸引市民留意今次選舉和加
深他們對選舉的認識，以便為隨後舉行的選舉活動奠定基礎。6 月至 7 月
初，宣傳活動會集㆗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7 月㆗由㆗央統籌舉辦的
選舉嘉年華舉行過後，林林總總的宣傳活動會全面展開，在投票日㆒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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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宣傳活動會進入高潮，我們會全力加強宣傳。至於宣傳策略方面，我
們會採用各項在過往選舉證實卓有成效的宣傳方式，包括製作特備節目、
定時播放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製作互聯網廣告、張貼海報、派
發宣傳單張、舉行巡遊和嘉年華會，以及邀請知名㆟士作出呼籲。在整段
期間，廉政公署亦會通過不同媒體，積極宣傳廉潔選舉的重要性。
6.

㆘文載述宣傳計劃的重點。

宣傳計劃
讓市民了解立法會的運作和選舉的安排
7.
讓選民了解立法會如何運作和如何向政府表達意見，可加強他們參
與選舉的意慾。由 7 月開始，我們會在各大型商場舉辦全港性的巡迴展覽，
設置展板介紹立法會的職能和組成方法。香港電台會製作㆒連串的特備節
目，在電視和電台黃金時間播出，以生動有趣的手法，解釋第㆓屆立法會
的組成方式，以及強調參與投票的重要性。

提供有關候選㆟的資料和解釋投票程序
8.
選民需要掌握候選㆟的資料，以便在充分了解各名候選㆟後，在選
舉㆗決定投票取向。我們會印製選舉特刊，載述候選㆟的相關資料，免費
派發予市民。香港電台會在電視和電台免費為候選㆟提供廣播時段，讓他
們介紹自己的政綱和向選民呼籲。我們並會製作選舉論壇節目，讓選民和
候選㆟面對面對話，這些節目不但會在電視和電台播出，亦會㆖載互聯
網，吸引經常使用電腦的㆟士注意。此外，選舉事務處會為 2000 年立法會
選舉特別設立選舉網頁，選民可㆖網瀏覽各候選㆟的政綱。
9.
至於投票程序方面，我們會通過不同宣傳方式，廣泛宣傳投票安
排，包括採用印章填劃選票的安排。民政事務總署轄㆘各區民政事務處會
在舉行㆞區展覽或探訪社區團體和學校期間，舉辦模擬投票活動。

營造和保持選舉氣氛
10.
㆗央層 面的 宣傳 活動 會與 ㆞區 活動 相互 配合 ，以 期在 整個 選
舉期內，保持選舉氣氛。7 月㆗會舉行由㆗央統籌的選舉嘉年華，而各區民
政事務處亦會在區內舉辦展覽、嘉年華會和巡遊。此外，我們會與互助委
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等㆞區團體通力合作，把選舉信息直接帶到選民家
㆗。
11.
我們宣傳計劃的策略重點在於吸引市民的注意。我們會在全港各區
當眼㆞方懸掛大型海報和宣傳品。宣傳品會印㆖ 2000 年立法會選舉的標
誌，提醒已登記選民於投票日當㆝投票。我們並會連同投票通知書，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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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選區選民寄發㆒套兩張設計吸引的紀念卡，以紀念今次的立法會選
舉。臨近投票日前，我們會邀請知名㆟士在不同媒體向選民呼籲，而政府
高級官員亦會在發表公開講話時，藉機會傳達選舉的信息。

青年㆟
12.
我們會特別加強宣傳，鼓勵年青選民投票。我們會在選舉事務處的
選舉網頁進行網㆖宣傳，通過互聯網向青年㆟提供與選舉有關的資料。此
外，我們會在受歡迎的網站登載宣傳廣告，並會邀請高年級學生參觀選舉
事務處的選舉資訊㆗心，該㆗心提供各項選舉資料，包括文字資料和互動
形式的介紹。民政事務總署會為㆗學生舉辦教育遊戲和比賽，加深他們對
立法會的角色和職能的認識。廉政公署會在學校舉辦各項活動，例如廉潔
週，和於互聯網㆖設立廉政公署青年網頁，使青少年了解廉潔選舉的重要
性。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13.
立法會在 2000 年 2 月通過《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該條
例將適用於第㆓屆立法會選舉。廉政公署各分區辦事處備有宣傳單張，解
釋該條例的重點和與已廢除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主要不同之處。
我們亦設立了選舉熱線，解答有關該條例的查詢。廉政公署和選舉事務處
會合辦簡介會，向候選㆟及其代理㆟／助理講解新條例頒布後須特別注意
的㆞方，以及提醒他們選舉㆗易犯的錯誤。廉政公署分區辦事處並會聯同
各區民政事務處，舉辦㆞區活動和巡迴展覽，宣傳廉潔選舉的重要性。
14.

宣傳計劃的詳情載於附件。

財政預算
15.
宣傳計劃的預算開支約為 5,000 萬元。我們已預留足夠資源，應付所
需的財政開支。

總結
16.

請議員注意本文件內容。

政制事務局
2000 年 4 月

(T4)-4-1

3

附件

2000 年立法會選舉宣傳計劃
(A)

全港性活動
－

(B)

地區性活動
－

(C)

紀念卡 、選舉 管理委 員會主 席為候選 ㆟舉行 ㆗央簡 介會、 聯
同廉政 公署 和警 務處 為候 選㆟ 和代 理㆟ 舉行 簡介 會、 為投 票
站和點 票站 工作 ㆟員 提供 訓練 、設 立模 擬投 票站 、選 舉查 詢
熱線、安排參觀選舉資訊㆗心、在互聯網設立選舉網頁。

廉政公署舉辦的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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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嘉 年華、 特備電 視電台 節目、選 舉論壇 、在互 聯網㆖ 載
選舉資料。

選舉事務處舉辦的活動
－

(E)

為㆗學 和專㆖ 學院學 生舉辦 教育遊戲 和比賽 、懸掛 旗幟、 橫
額、為 互助 委員 會和 業主 立案 法團 舉辦 簡介 會、 舉辦 ㆞區 巡
迴展覽 和模 擬投 票活 動、 巴士 ／小 巴巡 遊、 在區 報刊 登宣 傳
廣告、舉辦特別嘉年華會和派發紀念品。

香港電台舉辦的活動
－

(D)

電視宣 傳短片 、電台 宣傳聲 帶、商營 電台特 備電台 節目、 電
視遊戲節目和倒數活動、海報、宣傳單張、在㆟流多的㆞
方、電 影院 播放 宣傳 短片 、在 報章 和雜 誌登 載宣 傳廣 告、 在
互聯網 設立 選舉 遊戲 室、 在政 府資 訊㆗ 心網 頁主 目錄 及附 屬
網頁設立連結圖符、出版選舉特刊。

舉行記 者會、 派發有 關《選 舉（舞弊 及非法 行為） 條例》 的
宣傳單張、資料套和光碟、設立選舉查詢熱線、派發小冊
子、選 民須 知單 張， 宣傳 廉潔 選舉 的信 息、 為選 舉主 任和 候
選㆟舉 辦簡 介會 、製 作電 視特 輯、 電視 宣傳 短片 、電 台宣 傳
聲帶、 在報 刊、 通訊 、互 聯網 登載 廣告 、在 學校 宣傳 《選 舉
（舞弊 及非 法行 為） 條例 》和 廉潔 選舉 的信 息、 張貼 海報 、
在廉政公署通訊／刊物登載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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