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區代號 選區 獲提名人士姓名

(姓氏先行)
別名 性別 職業 政治聯繫 遞交提名日期 備註

M01 豐年 陳敬倫 男 視藝導師 2019年10月8日
M01 豐年 呂堅 男 執業律師(中國)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2019年10月14日
M02 元朗中心 石景澄 男 社區主任 民主陣線 2019年10月4日
M02 元朗中心 蕭浪鳴 男 區議員 民建聯 2019年10月14日
M03 鳳翔 麥業成 男 全職議員 民主陣線 2019年10月4日
M03 鳳翔 莊展銘 男 社區主任 民建聯 2019年10月9日
M04 元龍 張秀賢 男 2019年10月4日
M04 元龍 王威信 男 律師 經民聯 2019年10月9日
M04 元龍 周樂寧 男 退休人士 2019年10月17日
M05 十八鄉中 梁明堅 男 區議員 2019年10月8日
M05 十八鄉中 方浩軒 軒仔 男 碩士生 動元十八 2019年10月10日
M05 十八鄉中 周葉銘 阿銘 男 項目統籌 2019年10月15日
M06 水邊 袁敏兒 女 區議員 獨立候選人 2019年10月4日
M06 水邊 黎國泳 男 社區幹事 朱凱廸新西團隊、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8日
M06 水邊 潘倩敏 女 護士 2019年10月17日
M07 南屏 黃偉賢 男 區議員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07 南屏 林偉明 男 民建聯 2019年10月4日
M07 南屏 陳惠儀 女 社區服務 獨立候選人 2019年10月14日
M08 北朗 鄺俊宇 男 立法會議員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08 北朗 譚煒霖 男 民建聯 2019年10月4日
M09 元朗東頭 林廷衞 男 議員助理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09 元朗東頭 李啟立 男 音樂教育機構負責人 民建聯 2019年10月15日
M10 十八鄉北 沈豪傑 男 律師 2019年10月4日
M10 十八鄉北 劉晉宇 男 學生 動元十八 2019年10月10日
M11 十八鄉東 李俊威 男 *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4日
M11 十八鄉東 林添福 男 助理 2019年10月9日
M11 十八鄉東 黃柏仁 男 武術教練 2019年10月14日
M12 十八鄉西 梁福元 男 區議員 2019年10月8日
M12 十八鄉西 司徒博文 男 碩士生 *動元十八、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11日
M12 十八鄉西 陳有鴻 男 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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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 屏山南 鄧龍威 男 社區主任 2019年10月8日
M13 屏山南 梁德明 男 社區幹事 朱凱廸新西團隊、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8日
M13 屏山南 張偉琛 男 2019年10月17日
M13 屏山南 黃頌銘 男 游泳教師 2019年10月17日
M14 洪福 陳樹暉 男 社區幹事 民主動力、朱凱廸新西團隊 2019年10月8日
M14 洪福 徐君紹 男 *註冊社工 民建聯 2019年10月9日
M14 洪福 潘茜甄 女 家庭主婦 2019年10月17日
M15 廈村 鄧家良 男 區議員 2019年10月8日
M15 廈村 董楨榦 男 攝影師 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16日
M16 屏山中 鄧達善 男 商人 2019年10月8日
M16 屏山中 張智陽 男 2019年10月15日
M17 盛欣 林慧明 女 2019年10月4日
M17 盛欣 黃國雄 男 2019年10月4日
M17 盛欣 區國權 男 社區幹事 朱凱廸新西團隊、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8日
M17 盛欣 莊豪鋒 男 社區幹事 實政圓桌 2019年10月9日
M17 盛欣 吳嘉駿 男 社工學生 2019年10月17日
M18 天盛 侯文健 男 天水連線 2019年10月4日
M18 天盛 陳思靜 男 實政圓桌 2019年10月10日
M19 天耀 何惠彬 男 中心主任 街坊工友服務處 2019年10月8日
M19 天耀 司徒駿軒 男 民建聯、新社聯 2019年10月12日
M19 天耀 梁榮生 恆仔 男 義務社區主任、小學導師、物流 2019年10月15日
M19 天耀 陳科伊 男 2019年10月17日
M20 耀祐 伍軒宏 男 立法會議員助理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20 耀祐 馬淑燕 女 現任區議員 民建聯 2019年10月14日
M21 慈祐 陳美蓮 女 元朗區議員 2019年10月4日
M21 慈祐 蘇淵 男 *民建聯、新社聯 2019年10月4日
M22 嘉湖南 吳玉英 女 社區幹事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22 嘉湖南 湛家雄 男 *區議員 *獨立 2019年10月8日
M23 瑞愛 黃志輝 男 退休人士 2019年10月4日
M23 瑞愛 黎寳華 程太 女 社區主任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23 瑞愛 湯德駿 男 民建聯 201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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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4 瑞華 周永勤 男 區議員 2019年10月4日
M24 瑞華 林進 男 天水連線 2019年10月4日
M24 瑞華 黃子毅 男 中國律師 無黨派 2019年10月8日
M25 頌華 陳詩雅 女 2019年10月4日
M25 頌華 黃煒鈴 女 區議員 民建聯 2019年10月4日
M26 頌栢 張國棟 男 * 2019年10月9日
M26 頌栢 李煒鋒 男 教育工作者 民主派區選聯盟 2019年10月11日
M26 頌栢 郭靜然 女 註冊營養師 2019年10月16日
M27 嘉湖北 伍健偉 K先生 男 2019年10月9日
M27 嘉湖北 陶皜訊 男 學生 2019年10月16日
M27 嘉湖北 李月民 男 社會服務總監 獨立候選人 2019年10月17日
M28 悅恩 康展華 男 議員助理 2019年10月4日
M28 悅恩 賴玥均 女 議員助理 2019年10月4日
M29 晴景 郭文浩 男 註冊社工 民主黨 2019年10月4日
M29 晴景 鄧焯謙 男 全職區議員 工聯會 2019年10月9日
M30 富恩 關俊笙 男 天水連線 2019年10月4日
M30 富恩 劉桂容 女 全職區議員 香港工會聯合會 2019年10月12日
M31 逸澤 郭慶平 男 區議員 獨立 2019年10月5日
M31 逸澤 王頴思 女 社工 熱血公民 2019年10月9日
M31 逸澤 范煦瑜 女 2019年10月14日
M32 天恒 王百羽 男 2019年10月4日
M32 天恒 陸頌雄 男 民選區議員 香港工會聯合會 2019年10月8日
M32 天恒 陳志成 男 2019年10月16日
M32 天恒 陳嘉進 男 顧問 獨立 2019年10月17日
M33 宏逸 巫啟航 男 *社區主任 2019年10月4日
M33 宏逸 曹健科 草哥 男 2019年10月4日
M33 宏逸 姚國威 男 區議員 香港工會聯合會 2019年10月12日
M33 宏逸 關嘉麗 女 2019年10月17日
M34 屏山北 楊家安 男 全職區議員 2019年10月5日
M34 屏山北 羅庭輝 男 經理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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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5 錦綉花園 黃頴灝 男 *回收商 獨立 2019年10月4日
M35 錦綉花園 杜嘉倫 男 資訊科技、區議員 2019年10月8日
M35 錦綉花園 張弓發 男 社區幹事 經民聯 2019年10月8日
M35 錦綉花園 陳生發 男 2019年10月14日
M36 新田 文富穩 男 2019年10月8日
M36 新田 徐啓龍 男 全職爸爸、同聲傳譯員 2019年10月17日
M36 新田 文貴旗 男 2019年10月17日
M36 新田 周振勤 男 公司東主 * 2019年10月17日
M37 錦田 鄧卓然 男 商人 2019年10月8日
M37 錦田 李頌慈 男 2019年10月12日
M38 八鄉北 鄧鎔耀 男 民選區議員 2019年10月4日
M38 八鄉北 鄧志光 男 退休工人 2019年10月5日
M38 八鄉北 李根銘 男 社企董事 2019年10月12日
M39 八鄉南 朱凱廸 男 立法會議員 *朱凱廸新西團隊、民主動力 2019年10月8日
M39 八鄉南 黎永添 男 退休校長 2019年10月8日
M39 八鄉南 徐卓然 女 燈光設計 朱凱廸新西團隊 2019年10月17日

[資料來源：獲提名人士遞交的提名表格]
注意：請同時參閱英文版，該處可能有由個別獲提名人士以英文提供的更多資料。

* 因應獲提名人士的要求，這項資料已被更改/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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