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區代號 選區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別名) 團體一 團體二 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無黨派候選人

S01 葵興 1 梁志成 街坊工友服務處

S01 葵興 2 梁志豪 工聯會

S02 葵盛東邨 1 陳玉玲 獨立候選人

S02 葵盛東邨 2 巫辰冬 民建聯

S02 葵盛東邨 3 梁廣昌 獨立候選人

S02 葵盛東邨 4 周偉雄 街坊工友服務處

S03 上大窩口 1 劉展鵬 工聯會

S03 上大窩口 2 許祺祥 民主黨

S04 下大窩口 1 黃炳權 民主黨

S04 下大窩口 2 張偉文 工聯會

S05 葵涌邨北 1 梁錦威 街坊工友服務處

S05 葵涌邨北 2 梁崗銘 民建聯

S06 葵涌邨南 1 李宏峯 民建聯

S06 葵涌邨南 2 黃潤達 街坊工友服務處

S07 石蔭 1 李世隆 民建聯

S07 石蔭 2 尹兆堅 民主黨 民主動力

S08 安蔭 1 梁子穎 工聯會

S08 安蔭 2 梁永權 民主黨 民主動力

2015年區議會一般選舉

獲有競逐選區的候選人提出於選票上印上訂明團體／訂明人士的名稱和標誌的名單

葵青區

(提名期：2015年10月2日至2015年10月15日)



選區代號 選區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別名) 團體一 團體二 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無黨派候選人

S09 石籬南 1 梁國華 民主黨

S09 石籬南 2 吳家超 新民黨

S10 石籬北 1 林紹輝 民主黨 民主動力

S10 石籬北 2 張燁媚 民建聯

S11 大白田 1 郭芙蓉 民建聯

S11 大白田 2 徐生雄 民主黨

S12 葵芳 1 梁耀忠 街坊工友服務處

S12 葵芳 2 陳萬聯應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S13 華麗 1 戴沛珊 無黨派候選人

S13 華麗 2 阮國基 獨立候選人

S13 華麗 3 黃耀聰 經民聯

S15 祖堯 1 鮑銘康 民建聯

S15 祖堯 2 盧慧蘭 經民聯

S15 祖堯 3 陳德章 社會民主連線 民主動力

S16 興芳 1 梁嘉銘 民建聯

S16 興芳 2 吳劍昇 民主黨 民主動力

S18 葵盛西邨 1 劉美璐 工聯會

S18 葵盛西邨 2 梁靜珊 街坊工友服務處

S19 安灝 1 譚惠珍 經民聯

S19 安灝 2 劉肇恒 民主黨 民主動力

S21 青衣邨 1 鄭曉玲 獨立候選人

S21 青衣邨 2 趙哲妤 獨立候選人

S21 青衣邨 3 余立安 無黨派候選人

S21 青衣邨 4 陳笑文 獨立候選人

S22 翠怡 1 張慧晶 獨立候選人

S22 翠怡 2 潘小屏 獨立候選人



選區代號 選區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別名) 團體一 團體二 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無黨派候選人

S23 長青 1 李志強 經民聯

S23 長青 2 黃光武 民主黨 民主動力

S25 盛康 1 傅滿芳 獨立候選人

S25 盛康 2 梁偉文 民建聯

S26 青衣南 1 葉荏碩 青年新政

S26 青衣南 2 潘志成 民建聯

S27 長亨 1 雷可畏 無黨派候選人

S27 長亨 2 林立志 民主黨

S27 長亨 3 盧婉婷 民建聯

S27 長亨 4 夏龍雲 無黨派候選人

S28 青發 1 黃健朗 獨立候選人

S28 青發 2 劉子傑 民主黨 民主動力

S28 青發 3 李漢森

S28 青發 4 林翠玲 獨立候選人

S29 長安 1 羅競成 民建聯

S29 長安 2 黃俊傑 青年新政

S29 長安 3 何志偉 民主黨 民主動力

* 根據《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及區議會）規例》（第541M章），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及補選的候選人可向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

申請在選票上印上若干詳情，包括訂明團體的登記名稱、登記名稱縮寫及登記標誌及訂明人士的登記標誌。以上名單的訂明團體及人士的登記名稱

和標誌均已獲選管會批准。

注意：請同時參閱根據《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及區議會）規例》（第541M章）第20條備存的登記冊，該處可能有訂明團體僅以英文提

供的更多資料（如：團體名稱、團體名稱縮寫及團體標誌）。

[資料來源：獲候選人遞交的於選票上印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的請求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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