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行政區 選區代號 選區 姓名 別名

灣仔區 B03 鵝頸 鍾嘉敏

東區 C04 愛秩序灣 顏尊廉

東區 C10 小西灣 陳靄群

東區 C12 環翠 龔栢祥

東區 C14 柏架山 黃建彬

東區 C15 寶馬山 邵家輝

東區 C17 炮台山 羅榮焜 羅山

東區 C18 維園 周潔冰

東區 C20 和富 郭偉强

東區 C21 堡壘 洪連杉

東區 C22 錦屏 蔡素玉

東區 C24 健康村 鄭志成

東區 C25 鰂魚涌 丁江浩

東區 C32 上耀東 趙資強

東區 C36 漁灣 鍾樹根

南區 D01 香港仔 黃靈新

南區 D02 鴨脷洲邨 林玉珍

南區 D12 置富 朱慶虹

南區 D13 田灣 陳富明

油尖旺區 E07 富柏 陳偉強

深水埗區 F02 長沙灣 林家輝

九龍城區 G04 樂民 楊永杰

九龍城區 G09 九龍塘 何顯明

黃大仙區 H01 龍趣 黃金池

黃大仙區 H08 東頭 李德康

黃大仙區 H10 樂富 陳偉坤

黃大仙區 H13 翠竹及鵬程 蘇錫堅

黃大仙區 H17 正愛 陳曼琪

黃大仙區 H19 慈雲東 何漢文

觀塘區 J03 啓業 施能熊

觀塘區 J08 順天 郭必錚

觀塘區 J09 雙順 符碧珍

觀塘區 J10 安利 蔡澤鴻

觀塘區 J11 寶達 洪錦鉉

觀塘區 J17 廣德 柯創盛

觀塘區 J18 平田 姚柏良

觀塘區 J24 麗港城 鄧咏駿

觀塘區 J32 牛頭角 陳國華

觀塘區 J33 淘大 葉興國

荃灣區 K08 荃威 林婉濱

荃灣區 K12 荃灣郊區東 陳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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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 K16 石圍角 文裕明

屯門區 L09 景興 陳有海

屯門區 L17 湖景 梁健文

屯門區 L29 屯門鄉郊 陶錫源

元朗區 M07 十八鄉北 沈豪傑

元朗區 M10 屏山北 鄧慶業

元朗區 M11 廈村 鄧家良

元朗區 M13 瑞愛 郭強

元朗區 M19 天恒 陸頌雄

元朗區 M24 天耀 梁志祥

元朗區 M25 嘉湖南 湛家雄

元朗區 M27 錦綉花園 邱帶娣

元朗區 M29 錦田 鄧卓然

大埔區 P03 頌汀 譚榮勳 譚SIR
大埔區 P08 廣福及寶湖 林泉

大埔區 P09 宏福 黃碧嬌

大埔區 P10 大埔滘 陳笑權

大埔區 P17 康樂園 鄧友發

西貢區 Q01 西貢市中心 吳仕福

西貢區 Q02 白沙灣 邱戊秀

西貢區 Q04 坑口東 劉偉章

西貢區 Q05 坑口西 邱玉麟

西貢區 Q07 維都 陳繼偉

西貢區 Q20 富藍 陳國旗

沙田區 R03 禾輋邨 余倩雯

沙田區 R06 王屋 梁志偉

沙田區 R14 下城門 何厚祥

沙田區 R22 駿馬 蕭顯航

沙田區 R27 富龍 羅光強

沙田區 R36 廣源 陳敏娟

葵青區 S13 華麗 黃耀聰

葵青區 S17 荔景 周奕希

葵青區 S26 青衣南 潘志成

葵青區 S29 長安 羅競成

離島區 T10 長洲北 李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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