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英國地方選舉

Webinar, 11 April 2021

BN(O)香港人：登記做英國選民

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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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
內容

1. 選舉概況、投票資格、制度
2. 地方政府功能與職責
3. 登記成為選民及投票的理由
4. 英國政黨概況、市長候選人

名單、代表政黨
5. 登記方法
6.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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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舉概況、
投票資格、
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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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有甚麼選舉？

• 143 個 英格蘭地方議會 English local councils (約5000席) 

• 12 位 英格蘭直選市長（包括大區市長）
Directly elected mayors in England

• 39 位 英格蘭及威爾斯 警察及罪案專員 
Police and crime commission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 129 位 蘇格蘭議會議員 Scot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 60 位 威爾斯議會議員 Wel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 25 位 倫敦議會議員 + 倫敦市長 
Members of London Assembly + London mayor

本次選舉合資格
選民人數
：~5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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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有甚麼選舉？ (續)
 英格蘭： 倫敦地區，選出市長及大倫敦
議會議員，部分英格蘭地區選出市長與警
察及罪案專員。

 蘇格蘭：選出蘇格蘭議會議員 
(從而政府組閣及產生首席大臣) 。

 威爾斯：選出威爾斯議會議員 
(從而政府組閣及產生首席大臣) 與警察及
罪案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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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投票嗎？
• 凡是 BN(O)身份持有人，將符合居住英國的英聯邦國民資格，
即享有投票權。

• 如果家屬非 BN(O)身份持有人，他們尚未取得國民身份之前
沒有投票權。

   -除非他們持有其他形式的國民身份，而其國民身份賦予他
    們投票權利。

• 有關各地方選舉的投票資格，請留意往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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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多少票？

• 視乎你的所在地，今次選舉，每人最多一共有 4 票
舉例：

• 如果你身處倫敦塔村 (Tower Hamlets)，你將有 3 票
- 倫敦 市長
- 倫敦議會 當地選區議員
- 倫敦議會 全倫敦區議員

• 如果你身處碧仙桃 (Bristol)，你將有 4 票
- 雅芳及森麻實 警察及罪案專員
- 西英格蘭大區 市長
- 碧仙桃市 市長
- 碧仙桃市議會 議員

建議你可以留意自己選區議會的網站，會更詳細列明是否有地方公投。

可投票數詳情，請留意你的投票咭，亦可在此查詢： 
https://www.electoralcommission.org.uk/i-am-a/voter/which-elections-can-i-vo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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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選舉投票資格
地方政府選舉至少每四年舉行一次。
並非所有地方政府選舉都在同一時間舉行。

合資格投票人士必須：

- 在投票當日為18歲或以上（蘇格蘭為16歲或以上）
- 在想投票的地區的地址已登記
- 非被法律規定不能投票人士

另外，必須是：

- 英國公民（包括BN(O)）
- 愛爾蘭或歐盟公民
- 合資格的英聯邦公民
- 居住在蘇格蘭或威爾斯，
不需要許可而有權進入或留在英國的外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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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選舉制度
英格蘭和威爾斯採用「領先者當選制」(First past the post) 選出地方政府議員。亦即得票最多的
候選人獲勝。

蘇格蘭和北愛爾蘭採用「可轉移單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選出議員。亦即可按優先順序
對候選人進行排名。

如果一個政黨取得一半以上的議會席位，該政黨即有該議會的控制權。

如果沒有政黨取得一半以上的議會席位，數個政黨可能會籌組執政聯盟。

所有議員任期為四年。

值得留意的是，不是所有地方議會都會在今次選舉產生所有議席。視乎個別地方議會安排，有部
分只會產生三份之一的議席，因為他們連續三年內，每年都會選出三份之一議席，而在第四年不
舉行選舉，但有部分地方議會會每四年選舉一次產生所有議席。

在多個地區選舉中投票

如在兩個不同的地區居住（例如學生），可在兩個區域投票。

但必須登記才能在兩個地區投票。當地選舉登記辦公室將檢查每個申請，並通知是否可以在兩
個地區登記。 9



蘇格蘭議會選舉投票資格及選舉制度
蘇格蘭議會共有129名議員（MSPs）。

蘇格蘭議會選舉合資格投票人士必須：

- 在蘇格蘭的一個地址已登記投票
- 在投票當日為16歲或以上
- 非被法律規定不能投票人士

另外，必須是：

- 英國公民（包括BN(O)） 
- 愛爾蘭公民
- 居住在蘇格蘭，不需要許可而有權進入或留英的外國公民

MSP由「附帶席位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 選舉產生。
一張票將投給選區的MSP，一張票將投給代表整個地區的
MSP。 10



威爾斯議會選舉投票資格及選舉制度
威爾斯議會Senedd Cymru共有60名議員（MSs）。

威爾斯議會選舉合資格投票人士必須：

- 已登記投票
- 在投票當日為16歲或以上
- 住在威爾斯
- 非被法律規定不能投票人士

MS由「附帶席位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 選舉產生。一
張票將投給選區的MS，一張票將投給代表整個地區的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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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及聯合大區市長選舉地點
本次選舉（除倫敦外）將有12個市長及聯合大區市長選舉

聯合大區市長 (Combined 
Authorities Mayors) 選舉

市長 (Single Authority Mayors) 
選舉

Cambridgeshire and 
Peterborough
Greater Manchester
Liverpool City Region
Tees Valley
West Midlands
West of England
West Yorkshire

Bristol
Doncaster
Liverpool
North Tyneside
Sa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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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及聯合大區市長選舉制度
市長及聯合大區市長選舉採用「補充投票制」(Supplementary 
Vote)選舉產生。 投票時需填寫第一選擇和第二選擇。

如果在首輪投票當中，沒有候選人獲得超過50％的選票，除前兩
名候選人外，所有候選人都將被淘汰。 

如果投票人的第一選擇候選人被淘汰，而第二選擇是前兩名之
一，那第二選擇將被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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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市長 及 倫敦議會選舉投票資格
倫敦市長的職責是代表倫敦市民做出決定。 
25名倫敦議會議員則確保市長的決定合符公眾利益。

在倫敦市長和倫敦議會選舉合資格投票人士必須：

- 已登記投票
- 在投票當日年滿18歲或以上
- 是英國（包括BN(O)）、愛爾蘭、合資格英聯邦或歐盟公民
- 有大倫敦的居住地址
- 非被法律規定不能投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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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市長 及 倫敦議會選舉制度
倫敦市長採用「補充投票制」(Supplementary Vote) 選舉產生。 
投票時需填寫第一選擇和第二選擇。

如果在首輪投票當中，
沒有候選人獲得超過50％的選票，
除前兩名候選人外，所有候選人都將被淘汰。 
如果投票人的第一選擇候選人被淘汰，
而第二選擇是前兩名之一，那第二選擇將被計入。

倫敦議會議員是採用「附帶席位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 選舉產生。一張票將投給地區 (constituency) 的議員，
一張票將投給代表全倫敦 (London-wide) 的議員。

現有14名地區議員和11名全倫敦議員。

本次倫敦選舉合資格選民人數：>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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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及罪案專員選舉投票資格及選舉制度

英格蘭及威爾斯共有41名警察及罪案專員 (Police & Crime 
Commissioners/ PCCs)，代表選民確保警察妥善運作。倫敦沒有PCC。

警察及罪案專員合資格投票人士必須：

- 已登記投票
- 在投票當日年滿18歲或以上
- 是英國（包括BN(O)）、愛爾蘭、合資格英聯邦或歐盟公民
- 居住在英格蘭或威爾斯（不包括倫敦）
- 非被法律規定不能投票人士

警察及罪案專員採用「補充投票制」(Supplementary Vote) 選舉產生。 投
票時需填寫第一選擇和第二選擇。

如果在首輪投票當中，沒有候選人獲得超過50％的選票，除前兩名候選
人外，所有候選人都將被淘汰。 如果投票人的第一選擇候選人被淘汰，而
第二選擇是前兩名之一，那第二選擇將被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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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
議會功能與
職責

倫敦市區

大都會自治市鎮區

單一管理區

雙級別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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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及地方議會
- 地方政府

在英國，地方政府為特定地區的人民和企業負責提供各式各
樣的重要服務。其中包括 為人熟知的服務(如社會關懷、學
校、住屋和規劃以及廢物收集等服務)，但也有一些 較不為人
知的服務(如簽發許可證、商業支援、註冊服務和蟲害防治等
服務。) 

- 地方議會

是最常見的地區政府機構，其成員由公眾選舉出的地方議員
組成。 地方議員們與當地人民或團體(如當地企業和其他組
織)合作，一同商定並落實當地的 優先事項。這些決策由常任
理事會工作人員和理事會幹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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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級別和3種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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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級別和3種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為兩個級別， 各級別提供不同的服務：

County Council 郡政府 District, borough and city 
council 區議會，自治市政府 和 
市政府

- 教育
- 交通
- 規劃
- 消防與公共安全
- 社會關懷
- 圖書館
- 污染排放控制
- 貨物交易標準

- 收集及回收垃圾
- 收取地方議會/ 政府稅項
- 規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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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地方政府只有一個級別， 提供所有本地服務，他們有3個種類：

• Unitary authorities in shire areas 單一管理區

• London boroughs 倫敦市區

• Metropolitan boroughs 大都會自治市鎮區
- 在倫敦市區和大都會自治市鎮區，消防、警察和公共交通在內的
某些服務是通過＂聯合當局＂提供的，例如大倫敦管理局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在倫敦提供上述服務 。

https://www.gov.uk/find-local-council

2個級別和3種地方政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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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議會，自治市政府，市政府和單一管理區之下的管理單位

• Parish, community and town councils 教區和鎮政府
- 申請田地耕作種菜 (社區農圃)
- 公共社區時鐘
- 巴士候車亭
- 社區會堂
- 公園遊樂場和遊樂設施
- 社區地方組織補助金申請
- 鄰里規劃諮詢
- 定額罰款：亂扔垃圾，塗鴉，貼街招和狗隻隨地便溺
這些單位均由選舉產生

2個級別和3種地方政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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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O護照持有人是英國國民，居住
英國即可合資格登記成為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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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O護照持有人是英國國民，
得到永久居留權後可以參選！
參選人仍有其他規定，例如需要年滿十八歲，其他規定視乎不同選區而略有不
同。可向選舉事務委員會或當地議會選舉登記辦事處查詢具體細節。

行使選舉及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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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選民嘅

理由3.              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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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代表你嘅

聲音、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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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代表你嘅聲音、影響力！
英國法例規定，合資格人仕一定要登記選民至有
資格投票，唔登記，就冇投票權，冇聲音，冇影響
力。香港人有BNO，到埗就可以即時登記，你應
該識點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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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對民意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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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政府要對民意負責！
東亞族裔嘅選民登記率喺所有族群中偏低，結
果政府制訂政策時未必可以回應需求。香港人
嚟到應該要改善呢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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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須按

選民族群分配 ! 
30



資源分配須按選民族群分配 ! 
國庫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地方政府睇唔到
香港人嘅數據，就唔會放資源出嚟。無論交幾
多稅，冇數據嘅話，政府就唔會知道你有需要，
公共開支就唔會預埋你。

今次選舉對唔同社群日後點樣爭取各項公共資
源都會有重大影響。香港最關心子女教育、投
資環境、治安問題，全部都有影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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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係跟住

民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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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係跟住民意走

喺英國，投票係市民嘅權利， 亦都係一種義務。

香港人嚟到英國可以成為擁有投票權嘅市民，
有權向各地議員提出嘅意見，同一時間， 表達
意見亦都係作為市民建立良好社會嘅義務。

政策需要跟住民意走， 大家一定要珍惜呢個機
會， 好好利用選票，提出寶貴嘅意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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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增加
個人信貸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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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增加個人信貸評分 
香港人嚟英國，借錢買屋﹑租屋﹑申請信用卡
賺積分甚至揾工都可能要Credit Check。但英
國嘅Credit Check究竟點計出嚟？選民登記冊
有冇你嘅資料都可以係其中加分嘅方法之一。
所以唔好漏咗！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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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初衷，香港人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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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初衷，香港人加油 ! 
香港人咁出色，將來嘅選舉或者會有香港人參
選，到時你手上有冇票支持佢，就要睇你登記
咗做選民未！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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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國政黨概況、
市長候選人名單、
代表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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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黨概況

以下為一些比較知名的主要政黨：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黨

Labour Party 工黨

Liberal Democrats (Lib Dem) 自由民主黨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 蘇格蘭民族黨

Green Party of England and Wales (Green) 英格蘭和威爾

斯綠黨

Sinn Féin 新芬黨

有幾個政黨的代表成功當選2019年的下議會選舉：

Alliance Party of Northern Ireland 北愛爾蘭聯盟黨

Co-operative Party 合作黨

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DUP) 民主聯盟黨 (北愛爾蘭)
Plaid Cymru 威爾斯/ 科姆里黨

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 (SDLP) 社會民主工黨

     Conservative
     Labour
     SNP
     Lib Dem
     DUP
     Sinn Féin
     SDLP
     Plaid Cymru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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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黨概況 (續)
現時在英的兩大政黨為保守黨和工黨。保守黨

信奉自由市場，而工黨則奉行社會主義，支持福

利社會及限制市場自由。

在前年2019的英國大選，由首相約翰遜帶領的

保守黨得到365個議席。而郝爾彬帶領的工黨就

只得202個議席。同年，郝爾彬因反猶太主義的

爭議於工黨退位，並由施紀賢爵士頂上。

     Conservative
     Labour
     SNP
     Lib Dem
     DUP
     Sinn Féin
     SDLP
     Plaid Cymru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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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黨概況 (續)
在蘇格蘭，施雅晴帶領蘇格蘭民族黨獲得48個議

席。

於威爾斯，保守黨獲得14席，工黨獲得22席，而由

Adam Price帶領的威爾斯黨獲得4席。

英國脫離歐盟（脫歐）是保守黨於大選中獲得壓倒

性勝利的主因。自2016年的脫歐全民公投起，英

國民眾已對脫歐議題感到厭倦。保守黨當年的主

要選舉活動策略是保證帶領英國脫歐；工黨的策略

則避開脫歐議題，及攻擊約翰遜的個人操守問題。
     Conservative
     Labour
     SNP
     Lib Dem
     DUP
     Sinn Féin
     SDLP
     Plaid Cymru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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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英格蘭地方議會政黨分佈及控制權

• 47 個 由保守黨控制

• 54 個 由工黨控制

• 6 個 由自由民主黨控制 

• 33 個 沒有政黨擁有控制權

• 3 個 新成立的議會將首次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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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蘇格蘭議會議席/政黨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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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威爾斯議會議席/政黨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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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 Persons nominated (Party) # Persons nominated (Party)
1. Sadiq Khan (Labour) 11. Peter Gammons (UK Independence Party)

2. Shaun Bailey (Conservative) 12. Richard Hewison (Rejoin EU)

3. Siân Berry (Green) 13. Vanessa Hudson (Animal Welfare Party)

4. Luisa Porritt (Liberal Democrat) 14. Steve Kelleher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5. Kam Balayev (Renew Party) 15. David Kurten (Heritage Party)

6. Count Binface (Count Binface Party) 16. Farah London (Independent)

7. Valerie Brown (The Burning Pink Party) 17. Nims Obunge (Independent)

8. Piers Corbyn (Let London Live) 18. Niko Omilana (Independent)

9. Max Fosh (Independent) 19. Mandu Reid (Women's Equality Party)

10. Laurence Fox (Reclaim Party) 20. Brian Rose (London Real Party)

Statements of persons nominated for Mayor45

http://www.londonelects.org.uk/im-candidate/statutory-notices-and-elections-timetable/statements-persons-nominated-mayor


Greater Manchester (link)
# Persons nominated (Party)
1 Mr BUCKLEY, Nick (Reform UK)
2 Mr BURNHAM, Andy (Labour and Co-operative)
3 Ms EVANS, Laura Kathryn (Conservative)
4 Mr FARMER, Marcus Jonathan (Independent)
5 Ms HORROCKS, Melanie Jane (Green)
6 Mr LEPORI, Simon Edward (Liberal Democrats)
7 Mr MARVEL, Alec (Independent)
8 Mr MORRIS, Stephen (English Democrats)
9 Mr SUTCLIFFE, David John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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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hocanivotefor.co.uk/elections/mayor.greater-manchester-ca.2021-05-06/greater-manchester/


Liverpool City Region
# Persons nominated (Party)
1 Jade Marsden (Conservative)
2 Steve Rotheram (Labour)
3 David Newman (Liberal Democrat)
4 Gary Cargill (Green)
* List derived from Wikipedia. The official list has not been issued as of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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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記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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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
前往
登記

填寫的資料包括：
1. 姓名
2. 出生日期
3. 住址選擇
4. 住址郵區號碼
5. 國籍
6. 有關現居地
7. NI 號碼

(如未有NI號碼者，簡單解釋原因即可)

https://gov.uk/register-to-vote 
約五分鐘左右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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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事項

如果你被要求登記做選民，並且符合登記的資
格（例如16歲或以上，是英國/BN(O)或歐盟或
英聯邦國家的國民），你必須登記。

如果你被要求登記做選民而沒有去完成，可能
會被罰款。

如果能提供沒有登記做選民的有效原因，將不
會被罰款（例如長期入住醫院，或者有嚴重的學
習障礙等）。

在登記過程當中，你可以選擇是否願意將自己
的資料（姓名和地址）被放入公開選民登記冊 
(Open Register)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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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事項

1. 由於疫情關係，選民需攜帶個人的鉛筆或原子筆作投票

之用。

2. 每年需重新確認選民身份同證明，確定是否遷出登記之

住址。 
3. 符合資格學生或人士，可以在多於一個地址登記，但選

舉時只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選區投票。 
4. 身居海外，離開英國不超過十五年的英國公民，可以用

過往住址登記，參加英國國會級別投票。

5. 已登記選民，若無法親自到票站投票，可登記郵遞投票

，或者授權代表投票。

6. 選民登記只需要登記一次，即使沒有 NI 號碼，都可以

登記做選民。成功登記你的名字及地址，會出現於選民
登記冊。

7. 成功登記後，你可能會郵寄收到投票咭，寫上投票資訊

和須知，但如果未收到，不用擔心，投票當天不需要攜
帶投票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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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投票之情況
若你未能於 2021 年 5 月 6 日 星期四 到票站投
票，可以下方式其中一種方式投票：
1. 申請以郵遞方式投票

於 4 月 20 日 星期二 下午 5 時 前完成申請
表格並交回你所屬的地方選舉登記辦事處，
若你予以郵遞選票，則不能以親身的方式投
票。

2. 申請以代理人方式投票(由他人代表你投票)
於 4 月 27 日 星期四 下午 5 時 前完成申請
表格並交回你所屬的地方選舉登記辦事處，
若你委任了代理人，你仍可親身投票，但只限
代理人未替你完成投票或取得郵遞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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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於 202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後因以下情況，
未能到票站投票：

- 緊急醫療狀況
- 工作原故

你可申請以緊急代理人的方式投票，於 5 月 6 日 星
期四 下午 5 時 前完成申請，申請方法請致電相關求
助熱線。

未能投票之情況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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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截止日：四月十九日
選舉日：五月六日
更多日子：http://bit.ly/2021LGETimestable

 重要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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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A
相關網頁資訊與詳情：

選民登記：英國官方登記網站:
https://www.gov.uk/register-to-vote 

選民登記：未有NI - 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指引:
https://bit.ly/exceptiondoc 

選民登記 : 檢查是否已列入選民名冊 : 
http://bit.ly/LocalCheck 

選民登記：英國選舉委員會網站： 
https://www.electoralcommission.org.uk 

選民登記 : 英國選委會宣傳資源： 
http://bit.ly/voterResources 

選民登記：英國2021選舉各項相關截止日期：
http://bit.ly/2021LGETime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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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達英國，安頓之餘，謹記投身當地社會、主動了解不同文化、與社區交流互
動、關心當地議題、盡良好公民責任。

2. 參與投票，從地區選舉開始，是延續香港民主抗爭運動，於海外轉化為投身公
民社會的動力。社區與公民，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才是國際戰線向政界游說推
動民主運動的根本。人在英國，在香港人關心及關乎香港人的議題深耕細作，你
有權利與責任反映及發聲。

3. 民主並非必然，更不是恩賜，而是前人用血肉努力爭取回來，以及需要公民不
斷鞏固的一個過程。所以要好好把握手上的幾票，去參與民主及改變社會，自下
而上監督及制衡權力，因為每一票都重要，不要默默地被他人代表。

4. 選舉投票只是民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思考：從個人、從社會群體裡，
怎樣能令民主制度更完善，好好運用公民權，包括選舉及參選權，以社會整體利
益出發。

5. 培養公民責任及關心社區事務，以達致融入及貢獻英國社會，為未來世代的香
港人立下一個好榜樣。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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