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能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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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議局

鄉議局 劉業強 男 商人 經民聯 2021年11月1日

鄉議局 莫錦貴 男 區議員 *經民聯 2021年11月10日

漁農界

漁農界 何俊賢 男 立法會議員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2021年11月2日

漁農界 楊上進 男 漁業行政人員 2021年11月8日

保險界

保險界 陳健波 男 立法會議員 2021年11月3日

保險界 陳照男 男 保險 2021年11月5日

航運交通界

航運交通界 易志明 男 行政人員 自由黨 2021年11月2日

航運交通界 陳宗彝 男 *董事 *獨立候選人 2021年11月5日

教育界

教育界 林日豐 男 2021年11月10日

教育界 朱國強 男 校長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21年11月10日

教育界 丁健華 男 教育機構總監 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 2021年11月10日

教育界 文詩詠 女 校長 獨立候選人 2021年11月12日

教育界 林泳施 女 群育學校校長 2021年11月12日

法律界

法律界 林新強 男 律師 2021年11月8日

法律界 陳晓鋒 男 法律學者 2021年11月9日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功能界別提名

(提名期：2021年10月30日至2021年11月12日)

截至 2021年 11月 12日  (星期五 ) 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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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別提名

(提名期：2021年10月30日至2021年11月12日)

截至 2021年 11月 12日  (星期五 ) 下午 5時

會計界

會計界 黃俊碩 男 執業資深會計師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2021年11月2日

會計界 文思怡 潘文思怡 女 *執業資深會計師 2021年11月10日

會計界 黃宏泰 男 會計師 2021年11月10日

會計界 翁健 男 專業會計師、企業融資董事 2021年11月12日

醫療衞生界

醫療衞生界 陳永光 男 註冊中醫師 民建聯 2021年11月5日

醫療衞生界 龐愛蘭 女 藥劑師 2021年11月8日

醫療衞生界 林哲玄 男 醫生 2021年11月9日

醫療衞生界 何崇漢 男 董事總經理 2021年11月10日

醫療衞生界 劉子進 男 註冊護士(精神科) 2021年11月11日

醫療衞生界 陳子中 男 護士 2021年11月11日

工程界

工程界 盧偉國 男 工程師 經民聯 2021年10月30日

工程界 黃偉信 男 工程師 2021年11月11日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謝偉銓 男 測量師 2021年11月10日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陳澤斌 男 建築師 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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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界

勞工界 郭偉强 男 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工聯會 2021年11月3日

勞工界 梁子穎 男 社區主任 工聯會 2021年11月3日

勞工界 周小松 男 工會工作者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021年11月4日

勞工界 李廣宇 男 資訊科技 2021年11月6日

社會福利界

社會福利界 朱麗玲 女 註冊社工 民建聯 2021年11月1日

社會福利界 狄志遠 男 社工 新思維 2021年11月1日

社會福利界 葉湛溪 溪哥 男 商人 2021年11月10日

地產及建造界

地產及建造界 趙式浩 男 公司董事 2021年11月10日

地產及建造界 龍漢標 男 行政人員 2021年11月10日

旅遊界

旅遊界 姚柏良 男 董事 2021年11月1日

旅遊界 馬軼超 男 創業青年、社區工作者 獨立候選人 2021年11月5日

商界（第一）

商界（第一） 林健鋒 男 董事長 經民聯 2021年10月30日

商界（第一） 姚逸明 男 2021年11月10日

商界（第二）

商界（第二） 廖長江 男 大律師 2021年11月6日

商界（第二） 葉永成 男 總經理 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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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第三）

商界（第三） 游偉光 男 2021年10月30日

商界（第三） 嚴剛 男 港航界管理人員 2021年11月9日

工業界（第一）

工業界（第一） 梁日昌 男 公司董事 自由黨 2021年11月8日

工業界（第一） 梁君彥 男 顧問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2021年11月9日

工業界（第二）

工業界（第二） 吳永嘉 男 公司董事 經民聯 2021年11月4日

工業界（第二） 羅程剛 男 商人 2021年11月5日

金融界

金融界 陳振英 男 銀行顧問 2021年11月2日

金融界 陳志輝 男 總經理 2021年11月8日

金融服務界

金融服務界 李惟宏 男 2021年11月1日

金融服務界 張華峯 張華峰 男 證券交易商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 2021年11月4日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蘇惠良 男 出版社總經理 2021年10月30日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霍啟剛 男 商人 202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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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界

進出口界 黃英豪 男 律師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2021年11月1日

進出口界 李志峰 男 商人 2021年11月9日

紡織及製衣界

紡織及製衣界 陳祖恒 男 執行副總裁 2021年11月2日

紡織及製衣界 鍾國斌 男 商人 自由黨 2021年11月4日

批發及零售界

批發及零售界 邵家輝 男 立法會議員、公司董事 自由黨 2021年11月3日

批發及零售界 林至頴 男 公司董事 獨立候選人 2021年11月4日

科技創新界

科技創新界 邱達根 男 公司董事 2021年11月5日

科技創新界 吳池力 男 大學副研究員 2021年11月5日

飲食界

飲食界 張宇人 男 商人 自由黨 2021年11月1日

飲食界 徐汶緯 男 商人 2021年11月4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

國性團體代表界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

國性團體代表界 謝曉虹 女 2021年10月30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

國性團體代表界 陳勇 男 註冊社工 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 2021年11月5日

* 因應獲提名人士的要求，這項資料已被更改。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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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職業）。

[資料來源：獲提名人士遞交的提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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