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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選舉申報書 

 

選舉開支 

問題1: 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是多少？ 

問題2: 如何決定某項開支項目應否計算為選舉開支？ 

問題3: 如某項開支涉及選舉有關的用途和其他用途，候選人應如何計算選舉開支？ 

問題4: 如在選舉期間重用舊有物資作選舉用途，候選人應如何計算相關選舉開支？ 

問題5: 如候選人某項選舉廣告的開支為零，仍需要在選舉申報書 D 部作出申報嗎？ 

問題6: 如候選人透過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該如何申報相關的選舉開支？ 

問題7: 如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前仍有未支付之索款，如水費或電費，但無法在限期前得

知相關的款額，候選人應如何在選舉申報書內申報？ 

問題8: 如候選人已製作一批選舉廣告，但最後只發布了部分，如何把該開支在選舉申報書中

申報？ 

問題9: 候選人如何申報交通費開支？ 

問題10: 選舉日後，候選人仍須處理有關選舉的事後工作（例如移除選舉廣告、處理剩餘的選

舉捐贈、繳付選舉活動開支等）。有關開支，例如代理人及選舉助理的薪金和競選辦

公室租金，是否計入選舉開支內？ 

問題11: 候選人如何申報透過街頭募捐或網上眾籌所得的捐款？ 

 

選舉捐贈 

問題12: 如有數項選舉捐贈是由同一位捐贈者捐出，而每項捐贈的金額總值不超過 1,000 元，

候選人是否仍要向捐贈者發出選舉捐贈收據？ 

問題13: 代理人在接受選舉捐贈時，有甚麽需要留意？ 

 

填寫及提交選舉申報書 

問題14: 如某候選人的提名無效，或已在提名期間退出選舉，是否仍須遞交選舉申報書？ 

問題15: 地方選區/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的候選人應如何填寫選舉申報書？ 

問題16: 候選人在甚麽情況下需要就選舉開支項目提交發票及收據？如何符合發票及收據的

要求？ 

問題17: 如兩位候選人分攤選舉開支，他們該如何提交發票及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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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8: 如候選人自行印製選舉廣告(例如傳單)，而估計價值為 500 元或以上，候選人應如何

申報選舉開支及提交發票及收據？ 

問題19: 候選人要在何時提交選舉申報書？ 

問題20: 如果候選人的選舉申報書逾期或沒有遞交，會有什麼後果？ 

 

更改選舉申報書內的錯漏 

問題21: 如候選人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前，發覺自己已經提交的選舉申報書有錯漏，可否

作出更改？ 

問題22: 若候選人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後自行發現選舉申報書內有錯誤及／或虛假陳述，

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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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支 

問題1: 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是多少？ 

答案1: 根據《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立法會選舉)規例》(第 554D 章)，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每

名候選人/每份候選人名單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如下： 

 

地方選區 每份候選人名單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1. 香港島 2,661,000 元 

2. 九龍西 1,996,000 元 

3. 九龍東 1,996,000 元 

4. 新界西 3,326,000 元 

5. 新界東 3,326,000 元 

 

功能界別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每份候選人名單 

7,602,000 元 

四個特別功能界別：  

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 

每名候選人 

133,000 元 

登記選民數目不超過5    000名的功能界別 

（上述四個特別功能界別除外） 

勞工界，地產及建造界，旅遊界，商界(第一)，商界(第二)， 

工業界(第一)，工業界(第二)，金融界，金融服務界，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進出口界，紡織及製衣界， 

區議會(第一) 

每名候選人 

213,000 元 

登記選民數目介乎 5 001 與 10 000 名的功能界別 

法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批發及零售界，

飲食界 

每名候選人 

425,000 元 

登記選民數目超過10 000名的功能界別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除外） 

教育界，會計界，醫學界，衞生服務界，工程界， 

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界 

每名候選人 

639,000 元 

回頁頂 

 

問題2: 如何決定某項開支項目應否計算為選舉開支？ 

答案2: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就某選舉中的一名候選人/一份候選

人名單而言，任何在選舉期間或之前或之後，為促使該候選人/候選人名單在選舉中

當選，或為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並包含

貨品及服務而用於上述用途的選舉捐贈的價值，均屬於選舉開支。個別開支項目是否

應當作選舉開支，應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而定，例如開支的性質，其招致的情況及環

境等。候選人應就情況考慮某項開支項目是否符合選舉開支的定義，亦可參閱《立法

https://www.eac.hk/pdf/legco/2020lc_guide/ch/appendix_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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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舉活動指引》附錄十五所列的可被計算為選舉開支的開支項目。候選人如對某項

開支項目應否計算為選舉開支有疑問，應諮詢其法律顧問。任何因此而招致的法律費

用，不會計算為選舉開支。 

回頁頂 

 

問題3: 如某項開支涉及選舉有關的用途和其他用途，候選人應如何計算選舉開支？ 

答案3: 如一項開支涉及多於一項用途，應就與選舉有關的用途和其他用途分攤該項開支。候

選人應把相關細項列入選舉申報書。根據一般原則，時間及用量是相關的考慮因素。

候選人可以參考填寫選舉申報書的指南及短片中有關分攤開支的例子。 

回頁頂 

 

問題4: 如在選舉期間重用舊有物資作選舉用途，候選人應如何計算相關選舉開支？ 

答案4: 如重用舊有物資作選舉用途（例如重新使用舊的宣傳板），舊有物資的估計價值和其

重新修整所招致的費用，均須計入選舉開支內，並須清楚分開列明。候選人無需就舊

有物資的估計價值提交發票及收據。但若重新修整該舊有物資的費用為 500 元或以

上，則須附有由提供貨品或服務的機構或人士發出的發票及收據。 

回頁頂 

 

問題5: 如候選人某項選舉廣告的開支為零，仍需要在選舉申報書 D 部作出申報嗎？ 

答案5: 選舉事務處會根據候選人於「選舉廣告資料摘要」或中央平台或候選人平台所列的選

舉廣告資料，例如發布日期、樣式、尺寸及發布數量等查核選舉申報書。因此，候選

人應根據於上述表格或平台所列的選舉廣告數量及種類，計算及填寫選舉申報書 D 部

的選舉開支。不論開支的價值是否極少，候選人必須就招致或將招致的所有選舉開支

在選舉申報書中申報。即使某項選舉廣告的開支為零，候選人亦應在選舉申報書中列

出該項目及註明相關開支為零，以供選舉事務處查核。（透過互聯網發布的選舉廣告

開支申報方法，請見問題 6。自行印製選舉廣告的開支的申報方法，請見問題 18。） 

回頁頂 

 

問題6: 如候選人透過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該如何申報相關的選舉開支？ 

答案6: 如候選人透過互聯網發布大量選舉廣告（包括選舉網站、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程

式等），雖然必須在「選舉廣告資料摘要」或中央平台或候選人平台提供每次發布的

相關資料，但在填寫選舉申報書時，若要就每次發布計算相關開支，則可能有一定難

度。因此，在候選人須申報所有選舉開支的大前提下，選舉事務處可接受以下申報選

舉開支的方法： 

(1) 負責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的助理薪金及互聯網服務費，可分別在選舉申報書  

C 部及 E 部申報； 

(2) 一個選舉網站的設計及製作費用可在選舉申報書 D8 部申報為一項開支； 

(3) 如某選舉廣告涉及獨立開支（例如影片製作費），可在選舉申報書 D8 部申報為一

項開支，並註明是經互聯網發布及相關選舉廣告的製作日期； 

(4) 所有透過互聯網發布的選舉廣告開支，可在選舉申報書 D8 部按互聯網媒介的類

別申報（例如選舉網站、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程式），列出經該類媒介發布的選

https://www.eac.hk/pdf/legco/2020lc_guide/ch/appendix_15.pdf
http://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0/chi/er.html
http://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0/chi/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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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廣告數目，註明所有相關的選舉開支是否已在上述相應的部分申報，並填上選舉申

報書相關部分的編號以供選舉事務處查核。如透過互聯網發布的選舉廣告尚有其他選

舉開支，亦應在 D8 部申報。候選人可以參考填寫選舉申報書的指南中 D8 部的例子。 

回頁頂 

 

問題7: 如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前仍有未支付之索款，如水費或電費，但無法在限期前得

知相關的款額，候選人應如何在選舉申報書內申報？ 

答案7: 候選人應把未支付之索款填寫在選舉申報書的 G 部。如候選人未能在限期前得知索              

款的金額，候選人可以在 G 部填寫有關索款的估價或寫上「？」。候選人必須確保在

支付索款後的 30 天內，向總選舉事務主任確定有關金額及提交每項 500 元或以上的

選舉開支的發票及收據，以證明索款已如期支付。 

回頁頂 

 

問題8: 如候選人已製作一批選舉廣告，但最後只發布了部分，如何把該開支在選舉申報書中

申報？ 

答案8: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任何為促使該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 

或為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均屬於選舉開 

支。選舉開支涵蓋與選舉的進行和管理有關的活動或事宜。換言之，候選人須把整筆

有關選舉開支在選舉申報書內申報。 

回頁頂 

 

問題9: 候選人如何申報交通費開支？ 

答案9: 候選人須把交通費的詳情，例如交通工具類別、單位收費、數目/數量/期間，列明於

選舉申報書內。如某項交通費開支是 500 元或以上，候選人須提交該項開支項目的發

票及收據。請注意，增值電子儲值卡（例如八達通卡）的收據不可以作為選舉開支項

目的收據提交。由於增值電子儲值卡並非一項交通費開支，而增值收據亦不能顯示上

述交通費的詳情，因此不符合法例要求。如選舉期間的交通費開支總額是 500 元或以

上，但每一程交通費是少於 500 元，候選人只須把交通費的詳情列明於選舉申報書內，

無需提交發票及收據。 

回頁頂 

 

問題10: 選舉日後，候選人仍須處理有關選舉的事後工作（例如移除選舉廣告、處理剩餘的選

舉捐贈、繳付選舉活動開支等）。有關開支，例如代理人及選舉助理的薪金和競選辦

公室租金，是否計入選舉開支內？ 

答案10: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2(1)條，選舉開支(election expenses)

的定義是 ─ 

「就某項選舉的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而言，指在選舉期間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

期間後，由該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組合或由他人代該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組合  ─ 

(a) 為促使該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當選；或 

(b) 為阻礙另一候選人或另一候選人組合當選， 

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並包括包含貨品及服務而用於上述用途的選舉捐贈的價值。」 

http://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0/chi/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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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服務/貨品的相關開支是在選舉期間招致的，即使該項服務的終止日期或實

際消費可能是在選舉日之後，這些已招致的費用應計入選舉開支。 

 

候選人應根據因選舉有關用途而招致的租金及辦公室開支金額申報選舉開支。候選人

租用辦公室進行競選活動時，如有關租約指定須要租用該辦公室直至某一期限，而該

期限是選舉結束後的一個日期，若有關租賃開支是在選舉期間招致的，只要該辦公室

是一直用作選舉有關用途，候選人必須將整筆租賃開支計算為選舉開支，包括租約內

橫跨選舉日之後的部分。假如候選人在選舉日後不再使用該辦公室作選舉有關用途，

應將有關租約內涉及選舉日之後的租賃開支分開計算，並在選舉申報書內說明有關選

舉日之後的租賃開支因與選舉無關而不計算在選舉開支內。此外，如辦公室並非只用

於選舉有關用途（例如與其他人士分租或用作議員辦事處），應就選舉有關用途和其

他用途分攤租金及辦公室開支，並將計算方式詳列於選舉申報書。上述安排亦適用於

代理人及選舉助理的薪金開支。 

回頁頂 

 

問題11: 候選人如何申報透過街頭募捐或網上眾籌所得的捐款？ 

答案11: 如透過任何形式的籌款活動（例如街頭募捐或網上眾籌）所得的捐款總額超過 1,000

元，但每位捐贈者的捐款總額不超過 1,000 元，候選人只須在選舉申報書 H 部申報捐

款總額及註明每宗捐款不超過 1,000 元。 

回頁頂 

 

 

選舉捐贈 

問題12: 如有數項選舉捐贈是由同一位捐贈者捐出，而每項捐贈的金額總值不超過 1,000 元，

候選人是否仍要向捐贈者發出選舉捐贈收據？ 

答案12: 如屬同一捐贈者的捐贈及其價值總和超過 1,000 元，候選人便須向捐贈者發出收據，

收據副本並須與選舉申報書一併提交。需要留意的是，收據上必須清楚列出捐贈者的

姓名或名稱、地址和捐贈詳情，該款項才可以用作選舉開支。候選人可參考及利用選

舉事務處提供的「劃一格式選舉捐贈收據」。 

回頁頂 

 

問題13: 代理人在接受選舉捐贈時，有甚麽需要留意？ 

答案13: 根據《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16.28]段，任何人或組織(包括政黨)作為一名或多名

候選人的代理人索取、收取或接受選舉捐贈，如同捐贈由候選人直接接受一樣，必須

遵守《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全部規定。為免捐贈者／市民有

所混淆，請代理人留意並採取《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附錄十六所建議的要點及良好

做法。  

回頁頂 

 

 

http://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0/chi/er.html
https://www.eac.hk/pdf/legco/2020lc_guide/ch/appendix_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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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及提交選舉申報書 

問題14: 如某候選人的提名無效，或已在提名期間退出選舉，是否仍須遞交選舉申報書？ 

答案14: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2 條，「候選人」是指在某項選

舉中接受提名為候選人的人，亦指在選舉提名期結束前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人。因

此，即使某人在遞交提名表格後撤回提名或被選舉主任判定為提名無效，或在選舉提

名期結束前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但最終沒有遞交提名表格，仍會被視作該次選舉的候

選人，並須在法定限期前提交選舉申報書（不論是否曾招致選舉開支或接受選舉捐贈）。 

回頁頂 

 

問題15: 地方選區/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的候選人應如何填寫選舉申報書？ 

答案15: 每份候選人名單應提交一份選舉申報書。候選人名單上的所有候選人須填寫選舉申報

書的第一節，第二節則應由名單上的每名候選人各自填寫。如有選舉開支代理人代候

選人招致選舉開支，及/或有選舉代理人及其他人士代候選人名單接受選舉捐贈，候

選人名單上所有候選人必須共同填寫選舉申報書的第三節。如候選人名單上只有一位

候選人，而該單一候選人所有選舉開支及接受的選舉捐贈已於選舉申報書的第一節及

第二節填報，便無需填寫選舉申報書的第三節。所有候選人須填寫及簽署選舉申報書

內的聲明書。 

回頁頂 

 

問題16: 候選人在甚麽情況下需要就選舉開支項目提交發票及收據？如何符合發票及收據的

要求？ 

答案16: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37 條，就每項 500 元或以上的選

舉開支，候選人須提交載有該項支出詳情的發票及收據。選舉開支的發票及收據可分

爲不同文件提交，亦可包含於同一份文件內。候選人提交的發票及收據必須載有以下

資料，包括： 

(a)  日期； 

(b)  開支項目的詳情(即貨品或服務的資料和金額)； 

(c)  提供貨品或服務的機構或人士(非候選人本人)的資料；及 

(d)  證明提供貨品或服務的機構或人士(非候選人本人)已全數收取有關款額的資料

(例如收款人士的姓名及簽署，或收款機構的蓋章或代表簽署)。 

回頁頂 

 

問題17: 如兩位候選人分攤選舉開支，他們該如何提交發票及收據？ 

答案17: 由於發票及收據的正本由其中一位候選人提交，另一位候選人應提交有關發票及收據

的副本，並註明發票及收據的正本由哪一位候選人提交，以便核實。 

回頁頂 

 

問題18: 如候選人自行印製選舉廣告（例如傳單），而估計價值為 500 元或以上，候選人應如

何申報選舉開支及提交發票及收據？ 

答案18: 如候選人自行印製選舉廣告，不論其估計價值如何，均須依照《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 554 章）的規定申報在選舉申報書內。候選人應把製作選舉廣告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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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估計價值申報在選舉申報書內。如候選人自行印製選舉廣告而估計價值為 500 元或

以上，應提供相關的發票及收據，例如租用影印機、購買紙張或購買其他物料或服務

的發票及收據，作為估計價值的依據。候選人可以參考填寫選舉申報書的指南中 D3

部的例子。 

回頁頂 

問題19: 候選人要在何時提交選舉申報書？ 

答案19: 候選人必須在《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37 條規定的限期屆滿之

前，將填妥的選舉申報書提交總選舉事務主任，地址為九龍觀塘觀塘道 392 號創紀之

城 6 期 23 樓 2301-03 室。選舉事務處會在有關選舉結束後另行發信通知各候選人提

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 

回頁頂 

 

問題20: 如果候選人的選舉申報書逾期或沒有遞交，會有什麼後果？ 

答案20: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38 條，候選人如無合理因由，而

沒有按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即屬犯罪—  

(a) 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或  

(b) 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 3 年。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40 條，候選人如果持有合理因由，

不能夠或沒有在准許的限期屆滿之前按照第 37 條的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可根據《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40(1)條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命令，容許候

選人在原訟法庭指明的較長限期內，向有關主管當局提交選舉申報書。 

回頁頂 

 

 

更改選舉申報書內的錯漏 

問題21: 如候選人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前，發覺自己已經提交的選舉申報書有錯漏，可否

作出更改？ 

答案21: 候選人欲在限期前更改已遞交的選舉申報書內任何資料，他/她應在限期前向總選舉

事務主任提交一份附加聲明，述明所有更改的資料。候選人必須留意在提交有關的附

加聲明時，亦需要跟填寫選舉申報書一樣作出法定聲明。法定聲明可在各區民政事務

處民政諮詢中心的監誓員、太平紳士或持有執業證書的律師面前作出。 

回頁頂 

 

問題22: 若候選人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後自行發現選舉申報書內有錯誤及／或虛假陳述，

應如何處理？ 

答案22: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37A 條，如選舉申報書內有錯誤

及／或虛假陳述（例如沒有於選舉申報書內列出某項選舉開支或選舉捐贈，或其他人

代表候選人於選舉中所接受的某項選舉捐贈，或某項選舉開支或選舉捐贈的款額不正

確），及有關的錯誤及／或虛假陳述的累計總價值不超過訂明的限額(現時就立法會

地方選區選舉的限額為$30,000，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為$50,000，其他功能界別為

$5,000），及在計算該等錯誤及／或虛假陳述的價值後，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亦不超過

http://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0/chi/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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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選舉訂明的最高限額，候選人可以按簡易寬免安排修正有關的錯誤及／或虛假陳

述。 

 

 候選人應以書面形式通知總選舉事務主任及提供相關詳情，以便總選舉事務主任考慮

有關請求。如總選舉事務主任認為容許該候選人透過簡易寬免安排提交經修訂的選舉

申報書是適當的，則會向該候選人發出通知。候選人在接獲通知後，在指定限期內，

可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一份經修訂的選舉申報書。該份經修訂的選舉申報書應為早

前呈交總選舉事務主任的選舉申報書副本，並在需作出修訂的錯誤或虛假陳述事項標

示。經修訂的選舉申報書一經提交予總選舉事務主任，即不得撤回或作進一步修改。 

 

 就《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37A 條適用範圍以外選舉申報書內

的錯誤及／或虛假陳述，候選人亦可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

第 40(3)條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命令，容許候選人更正在選舉申報書內的錯誤及／或

虛假陳述。 

回頁頂 

 

 

 

 

選 舉 事 務 處  

2 020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