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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第一章：政制和行政 )

行政會議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會議成員芳名

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主持會議

議員(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排名名單排列)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議員，SBS，PDSM，PMSM，JP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議員，大紫荊勳賢，GBS，MH，JP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議員，大紫荊勳賢，GBS，SC，JP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周松崗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議員，GBS，JP

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議員，GBS，JP

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人議員，GBS，JP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江議員，GBS，JP

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議員，SC，JP 

行政會議成員黃國健議員，GBS，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議員，GBS，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議員，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議員，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議員，GBS，JP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議員，SBS，JP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議員，JP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議員，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議員，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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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成員劉業強議員，BBS，MH，JP 

行政會議成員張國鈞議員，JP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議員，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議員，IDSM，JP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議員，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議員，JP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議員，PDSM，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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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第一章：政制和行政 )

立法會

主席
梁君彥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工業界 (第一 ))

議員

功能界別
漁農界 何俊賢議員，BBS，JP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謝偉銓議員，BBS，JP

飲食界 張宇人議員，GBS，JP

商界 (第一 ) 林健鋒議員，GBS，JP

商界 (第二 ) 廖長江議員，GBS，JP

區議會 (第一 ) 劉國勳議員，MH，JP

區議會 (第二 ) 周浩鼎議員

區議會 (第二 ) 李慧琼議員，SBS，JP

工程界 盧偉國議員，GBS，MH，JP

金融界 陳振英議員，JP

金融服務界 張華峰議員，SBS，JP

鄉議局 劉業強議員，BBS，MH，JP

進出口界 黃定光議員，GBS，JP

工業界 (第二 ) 吳永嘉議員，BBS，JP

保險界 陳健波議員，GBS，JP

勞工界 陸頌雄議員，JP

勞工界 潘兆平議員，BBS，MH

醫學界 陳沛然議員

地產及建造界 石禮謙議員，GBS，JP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馬逢國議員，GBS，JP

紡織及製衣界 鍾國斌議員

旅遊界 姚思榮議員，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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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交通界 易志明議員，SBS，JP

批發及零售界 邵家輝議員，JP

地方選區
香港島 張國鈞議員，JP

香港島 葉劉淑儀議員，大紫荊勳賢，GBS，JP

香港島 郭偉强議員，JP

九龍東 柯創盛議員，MH

九龍東 謝偉俊議員，JP

九龍東 黃國健議員，GBS，JP

九龍西 鄭泳舜議員，MH，JP

九龍西 蔣麗芸議員，SBS，JP

九龍西 梁美芬議員，SBS，JP

新界東 陳克勤議員，SBS，JP

新界東 葛珮帆議員，BBS，JP

新界東 容海恩議員，JP

新界西 陳恒鑌議員，BBS，JP

新界西 鄭松泰議員

 (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

新界西 何君堯議員，JP

新界西 梁志祥議員，SBS，MH，JP

新界西 麥美娟議員，BBS，JP

新界西 田北辰議員，BBS，JP

註：第六屆立法會的70個議席中︐有多個議席在二零二一年仍然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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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第一章：政制和行政 )

區議會

市區

中西區區議會

主席
鄭麗琼女士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八日 ) 

副主席
楊浩然先生 (民選議員 )

民選議員
張啟昕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何致宏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
許智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
甘乃威先生，MH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 
七日 )
梁晃維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
伍凱欣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吳兆康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
彭家浩先生

黃健菁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 )
黃永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任嘉兒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葉錦龍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楊哲安先生

東區區議會

主席
黎志強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八日 ) 

副主席
趙家賢博士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民選議員
陳嘉佑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陳寶琼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陳榮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
仇栩欣女士
鄭達鴻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
張振傑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張國昌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
蔡志強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 )
周卓奇先生
徐子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九日 )
傅佳琳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何偉倫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李鳳琼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古桂耀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
郭志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郭偉强議員，JP
黎梓欣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
李清霞女士
李予信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
梁兆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梁詠詩女士
麥德正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吳卓燁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魏志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裴自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蘇逸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
曾健成先生，阿牛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曾因瑩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謝妙儀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韋少力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
王振星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黃　宜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阮建中先生

南區區議會

主席
羅健熙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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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司馬文先生 (民選議員 )

民選議員
陳衍冲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陳炳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陳欣兒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林德和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林浩波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林玉珍女士，BBS，MH
梁　進先生

黎熙琳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彭卓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
潘秉康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徐遠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黃銳熺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嚴駿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俞竣晞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袁嘉蔚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

灣仔區議會

主席
楊雪盈小姐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十四日 )
黃宏泰先生，MH (民選議員 ) (由二零
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起擔任主席 )

副主席
麥景星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八日 )
林偉文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起擔任副主席 )

民選議員
陳鈺琳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張嘉莉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顧國慧女士

羅偉珊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李碧儀女士，MH
梁柏堅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
李永財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謝偉俊議員，JP
邱汶珊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九龍城區議會

主席
蕭亮聲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八日 )
楊永杰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九月九日起擔任主席 )

副主席
鄺葆賢醫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何顯明先生，BBS，MH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起擔任副主席 )

民選議員
周熙雯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張景勛先生

左滙雄先生，MH
馮文韜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何華漢先生

關家倫博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郭天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黎廣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林德成先生

李軒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
李慧琼議員，SBS，JP
梁婉婷女士

馬希鵬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麥瑞淇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吳寶強先生，MH
潘國華先生，JP
曾健超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黃國桐先生

黃永傑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楊振宇先生

任國棟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觀塘區議會

主席
蔡澤鴻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九日 )
柯創盛議員，MH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起擔任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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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莫建成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九日 )
呂東孩先生，MH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起擔任副主席 )

民選議員
畢東尼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陳嘉言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陳汶堅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陳易舜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陳耀雄先生，MH
鄭景陽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張敏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七日 )
張培剛先生

符碧珍女士，MH
馮家龍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許有為先生

洪駿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日 )
葉梓傑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簡銘東先生，MH
龔振祺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 )
黎寶桂女士

林　瑋先生

李軍澤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梁凱晴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梁騰丰先生

梁翊婷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李嘉達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
李煒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李詠珊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顏汶羽先生

龐智笙先生

潘任惠珍女士，BBS，MH
蘇冠聰先生

譚肇卓先生

鄧威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謝淑珍女士

尹家謙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王偉麟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七日 )
黃子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
王嘉盈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黃啟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深水埗區議會

主席
楊　彧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八日 )
覃德誠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八月十二日起擔任主席 )

副主席
伍月蘭女士 (民選議員 )

民選議員
周琬雯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鄒穎恒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何啟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何坤洲先生

江貴生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劉家衡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劉佩玉女士，MH
劉偉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利瀚庭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李文浩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
李俊晞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李　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李庭豐先生

麥偉明先生

吳　美女士

冼錦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譚國僑先生，MH，JP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徐溢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衞煥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黃傑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甄啟榮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袁海文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

主席
許錦成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副主席
黃逸旭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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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選議員
陳俊裕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陳啟淳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陳利成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鄭文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鄭梓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張嘉宜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張茂清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莊鼎威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郭秀英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劉珈汶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 )
梁銘康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廖成利先生
莫灝哲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莫嘉嫻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莫綺霞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岑宇軒博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沈運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施德來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譚香文女士
鄧惠强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温子衆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胡志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尤漢邦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油尖旺區議會

主席
林健文先生 (民選議員 )

副主席
余德寶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日 )
朱子洛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七月二十七日起擔任副主席 ) 

民選議員
陳嘉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
陳梓維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朱江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鍾澤暉先生
賀卓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何富榮先生
許德亮先生，JP
孔昭華先生，MH
林兆彬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李國權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李偉峰先生

李傲然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蕭德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涂謹申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曾自鳴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朱慧芳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胡穗珊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

新界

離島區議會

主席
余漢坤先生，MH，JP (民選議員 )

副主席
黃文漢先生，MH (當然議員 )

民選議員
方龍飛先生

郭　平先生

劉舜婷女士

李嘉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梁國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曾秀好女士

徐生雄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王進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容詠嫦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當然議員
陳連偉先生，MH 
周玉堂先生，SBS，MH
何進輝先生

何紹基先生

黃秋萍女士

黃漢權先生

翁志明先生，BBS，MH

葵青區議會

主席
單仲偕先生，SBS，JP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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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威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三日起擔任主席；擔任主席和
議員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

副主席
張文龍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九日 )
陳志榮先生 (當然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九日起擔任副主席 ) 

民選議員
張鈞翹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蔡雅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周偉雄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 )
韓俊賢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許祺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郭芙蓉小姐

郭子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林紹輝先生

劉子傑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劉貴梅女士

梁志成先生

梁靜珊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梁嘉銘女士

梁國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梁永權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梁耀忠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
盧婉婷小姐

吳劍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冼豪輝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譚家浚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唐皓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徐曉杰先生

尹兆堅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
黃炳權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黃俊達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王必敏小姐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王天仁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黃潤達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北區區議會

主席
羅庭德先生 (民選議員 )

副主席
陳旭明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李冠洪先生，MH (當然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起擔任 
副主席 )

民選議員
陳梓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陳惠達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張正皓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張浚偉先生
蔣旻正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周錦豪先生
侯福達先生
高維基先生
郭㙟豐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林卓廷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
林淑菁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林子琼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劉其烽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温和達先生，MH
黃凱盈女士
袁浩倫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當然議員
陳月明議員
侯志強先生
李國鳳先生

西貢區議會

主席
鍾錦麟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日 )
周賢明先生，BBS，MH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擔任
主席；擔任副主席至二零二一年五月
二十四日 )

副主席
呂文光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起擔任副主席；擔任
副主席和議員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蔡明禧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九月七日起擔任副主席 )



318

附錄

3

民選議員
陳嘉琳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陳緯烈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陳耀初先生
鄭仲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張展鵬先生
張美雄先生
張偉超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秦海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范國威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
方國珊女士
馮君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何偉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黎銘澤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
黎煒棠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林少忠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李嘉睿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李賢浩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梁衍忻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梁　里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陸平才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柯耀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謝正楓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王卓雅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葉子祈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余浚寧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

當然議員
劉啟康先生
王水生先生

沙田區議會

主席
程張迎先生，MH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李志宏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七月二十二日起擔任主席；擔任主席
和議員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麥潤培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十八日起擔任主席 )

副主席
黃學禮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十月七日 )

冼卓嵐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十八日起擔任副主席 ) 

民選議員
陳兆陽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 )
陳諾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
陳珮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日 )
陳運通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鄭仲恒先生

鄭則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張慶樺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趙柱幫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周曉嵐先生

鍾禮謙先生

許立燊先生

許銳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黎梓恩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林港坤博士

李世鴻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李永成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 )
廖栢康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盧德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勞越洲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雷啟榮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
陸梓峂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麥梓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吳錦雄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吳定霖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岑子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石威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丁仕元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曾　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
曾素麗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衞慶祥先生

黃浩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黃文萱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 )
丘文俊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楊思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葉　榮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容溟舟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當然議員
莫錦貴先生，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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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

主席
關永業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七日 )
毛家俊先生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 
九月七日起擔任主席 )

副主席
劉勇威先生 (民選議員 ) (擔任副主席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

民選議員
區鎮濠先生

區鎮樺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
陳振哲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陳蔚嘉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周炫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何偉霖先生

林名溢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
連桷璋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
文念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蘇達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譚爾培先生

黃兆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 )
胡耀昌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
任啟邦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姚鈞豪先生

姚躍生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

當然議員
李耀斌先生，BBS，MH，JP
林奕權先生，MH

荃灣區議會

主席
陳琬琛先生 (民選議員 )

副主席
李洪波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十月二十日 )
邱錦平先生，BBS，MH (當然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擔任
副主席 )

民選議員
陳劍琴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趙恩來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七日 )
葛兆源先生，MH
賴文輝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林錫添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劉卓裕先生 
劉志雄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劉肇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陸靈中先生
文裕明先生，MH
伍顯龍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潘朗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岑敖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
譚凱邦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
謝旻澤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黃家華先生
易承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當然議員
陳崇業先生，BBS，MH

屯門區議會

主席
陳樹英女士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六日 )
陳有海先生，BBS，MH，JP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起擔任主席 )

副主席
黃丹晴先生 (民選議員 )

民選議員
張可森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
張錦雄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周啟廉先生
朱順雅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何杏梅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何國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江鳳儀女士
黎駿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 )
賴嘉汶女士
林頌鎧先生
林健翔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林明恩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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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佩麗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李家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
梁灝文先生
盧俊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馬　旗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巫堃泰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潘智鍵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蘇嘉雯女士
曾振興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曾錦榮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黃虹銘先生
黃麗嫦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王德源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甄霈霖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甄紹南先生
楊智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當然議員
劉業強議員，BBS，MH，JP

元朗區議會

主席
黃偉賢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十月二十日 )
沈豪傑先生，BBS，JP (民選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起擔任 
主席 )

副主席
麥業成先生 (民選議員 ) (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二日 )
鄧賀年先生，MH (當然議員 ) 

(由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起擔任 
副主席 )

民選議員
區國權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陳敬倫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
陳美蓮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十日 )
陳樹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陳詩雅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張智陽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張秀賢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
方浩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侯文健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何惠彬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
康展華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
關俊笙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
郭文浩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日 )
鄺俊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黎國泳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黎寳華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黎永添先生
林　進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林廷衞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李俊威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李煒鋒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梁德明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李頌慈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
文富穩先生，BBS
巫啟航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
伍軒宏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
伍健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九日 )
吳玉英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石景澄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
司徒博文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 )
鄧家良先生，MH
鄧鎔耀先生
杜嘉倫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
王百羽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四日 )
王頴思女士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 )
楊家安先生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 

當然議員
程振明先生
文美桂先生
鄧志強先生
鄧勵東先生
鄧瑞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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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外地駐港代表

國別╱組織 駐港代表
阿爾巴尼亞 名譽領事

阿根廷 總領事

澳大利亞 總領事

奧地利 總領事

巴林 名譽領事

孟加拉國 總領事

巴巴多斯 名譽領事

比利時 總領事

貝寧 名譽領事

不丹 名譽領事

博茨瓦納 名譽領事

巴西 總領事

文萊 總領事

布隆迪 名譽領事

柬埔寨 總領事

加拿大 總領事

智利 總領事

哥倫比亞 總領事

剛果共和國 名譽領事

科特迪瓦 名譽領事

克羅地亞 名譽領事

塞浦路斯 名譽領事

捷克共和國 總領事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總領事

吉布提 名譽領事

多米尼加共和國 總領事

埃及 總領事

赤道幾內亞 名譽領事

厄立特里亞 名譽領事

愛沙尼亞 名譽領事

埃塞俄比亞 名譽領事

斐濟 名譽領事

芬蘭 總領事

法國 總領事

國別╱組織 駐港代表
德國 總領事

加納 名譽領事

希臘 總領事

格林納達 名譽領事

幾內亞 名譽領事

匈牙利 總領事

冰島 名譽領事

印度 總領事

印度尼西亞 總領事

伊朗 總領事

愛爾蘭 總領事

以色列 總領事

意大利 總領事

牙買加 名譽領事

日本 總領事

約旦 名譽領事

哈薩克斯坦 總領事

肯尼亞 名譽領事

韓國 總領事

科威特 總領事

老撾 總領事

拉脫維亞 名譽領事

萊索托 名譽領事

列支敦士登 名譽領事

立陶宛 名譽領事

盧森堡 名譽領事

馬來西亞 總領事

馬爾代夫 名譽領事

馬里 名譽領事

馬耳他 名譽領事

毛里求斯 名譽領事

墨西哥 總領事

密克羅尼西亞 名譽領事

摩納哥 名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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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組織 駐港代表
蒙古 總領事

摩洛哥 名譽領事

莫桑比克 名譽領事

緬甸 總領事

納米比亞 名譽領事

尼泊爾 總領事

荷蘭 總領事

新西蘭 總領事

尼日爾 名譽領事

尼日利亞 總領事

挪威 名譽領事

阿曼 名譽領事

巴基斯坦 總領事

巴拿馬 總領事

巴布亞新幾內亞 名譽領事

秘魯 總領事

菲律賓 總領事

波蘭 總領事

葡萄牙 總領事

卡塔爾 總領事

羅馬尼亞 總領事

俄羅斯 總領事

盧旺達 名譽領事

薩摩亞 名譽領事

聖馬力諾 名譽領事

沙特阿拉伯 總領事

塞內加爾 名譽領事

塞舌爾 名譽領事

新加坡 總領事

斯洛伐克共和國 名譽領事

斯洛文尼亞 名譽領事

南非 總領事

西班牙 總領事

蘇丹 名譽領事

蘇里南 名譽領事

瑞典 總領事

瑞士 總領事

坦桑尼亞 名譽領事

泰國 總領事

國別╱組織 駐港代表
湯加 名譽領事

突尼斯 名譽領事

土耳其 總領事

烏干達 名譽領事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總領事

英國 總領事

美國 總領事

烏拉圭 名譽領事

瓦努阿圖 總領事

委內瑞拉 總領事

越南 總領事

也門 名譽領事

津巴布韋 總領事

國際清算銀行亞太區辦事處 總代表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

處

代表

國際金融公司東亞及太平洋地區

辦事處及世界銀行東亞及太平

洋地區私營發展部辦事處

區域總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香港特別行政

區分處

代表

歐洲聯盟駐香港辦事處 主任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香港

辦事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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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香港在外辦事處

政府辦事處

中國內地

北京
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中國北京巿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71號
郵編：100009
電話：(86)-10-6657-2880
傳真：(86)-10-6657-2821
電郵：bjohksar@bjo-hksarg.org.cn 
網址：www.bjo.gov.hk

駐遼寧聯絡處
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286號
華潤大廈3107-1單元
郵編：110004
電話：(86)-24-3125-5575 
傳真：(86)-24-3125-5545

駐天津聯絡處
中國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181號
世紀都會商廈辦公樓4404室
郵編：300051
電話：(86)-22-6063-2988
傳真：(86)-22-6063-2986

成都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紅星路三段1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號辦公樓48樓
郵編：610021
電話：(86)-28-8208-6660
傳真：(86)-28-8208-6661
電郵：general@cdeto.gov.hk 
網址：www.cdeto.gov.hk

駐重慶聯絡處
中國重慶市渝中區民權路28號
英利國際金融中心5302室
郵編：400012
電話：(86)-23-6262-2995 
傳真：(86)-23-6262-2990

駐陜西聯絡處
中國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二環南路西段64號
凱德新地城寫字樓西塔1205室
郵編：710065
電話：(86)-29-8369-1230
傳真：(86)-29-8369-1231

廣東
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
中信廣場7101室
郵編：510613
電話：(86)-20-3891-1220 
傳真：(86)-20-3891-1221
電郵：general@gdeto.gov.hk 
網址：www.gdeto.gov.hk

駐深圳聯絡處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3088號
中洲大廈2805A室
郵編：518033
電話：(86)-755-8339-5618 
傳真：(86)-755-8339-5108

駐福建聯絡處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五四路137號
信和廣場802單元
郵編：350003
電話：(86)-591-8825-5633 
傳真：(86)-591-8825-5630

駐廣西聯絡處
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民族大道136-2號
華潤大廈B座2306-01室
郵編：530028
電話：(86)-771-2611-228
傳真：(86)-771-2611-913

上海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中國上海市黃浦區西藏中路168號
都市總部大樓21樓
郵編：200001
電話：(86)-21-6351-2233 
傳真：(86)-21-6351-9368
電郵：enquiry@sheto.gov.hk
網址：www.sheto.gov.hk

駐山東聯絡處
中國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泉城路26號
世茂國際廣場A座1117室
郵編：250014
電話：(86)-531-8880-7137 
傳真：(86)-531-8880-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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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浙江聯絡處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錢江路1366號
華潤大廈A座2107室
郵編：310016
電話：(86)-571-8815-1097 
傳真：(86)-571-8812-3919

武漢

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568號
新世界國貿大廈 I座4303室
郵編：430022
電話：(86)-27-6560-7300 
傳真：(86)-27-6560-7301
電郵：enquiry@wheto.gov.hk
網址：www.wheto.gov.hk

駐湖南聯絡處

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解放西路188號
國金中心T1大樓2615室
郵編：410005
電話：(86)-731-8227-5609
傳真：(86)-731-8227-5610

駐河南聯絡處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花園路122號 (花園路與 
農科路交界 )
建業凱旋廣場A座23A01單元
郵編：450008
電話：(86)-371-6123-1206
傳真：(86)-371-6123-1213

歐洲

柏林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Jaegerstrasse 33
10117 Berlin, Germany
電話：(49)-30-22-66-77-228
傳真：(49)-30-22-66-77-288
電郵：general@hketoberlin.gov.hk 
網址：www.hketoberlin.gov.hk

布魯塞爾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Rue d'Arlon 118
1040 Brussels, Belgium 
電話：(32)-2-775-0088 
傳真：(32)-2-770-0980
電郵：general@hongkong-eu.org 
網址：www.hongkong-eu.org

日內瓦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5 Allée David-Morse
1202 Geneva, Switzerland 
電話：(41)-22-730-1300 
傳真：(41)-22-730-1304
電郵：hketo@hketogeneva.gov.hk 
網址：www.hketogeneva.gov.hk

倫敦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8 Bedford Square
London, WC1B 3JA, UK
電話：(44)-207-499-9821 
傳真：(44)-207-323-2336
電郵：general@hketolondon.gov.hk 
網址：www.hketolondon.gov.hk

北美洲

紐約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15 East 54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 USA 
電話：(1)-212-752-3320 
傳真：(1)-212-752-3395
電郵：hketony@hketony.gov.hk 
網址：www.hketony.gov.hk

三藩市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30 Montgomer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4-4301, USA
電話：(1)-415-835-9300 
傳真：(1)-415-421-0646
電郵：hketosf@hketosf.gov.hk 
網址：www.hketosf.gov.hk

華盛頓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520 18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6, USA
電話：(1)-202-331-8947 
傳真：(1)-202-331-8958
電郵：hketo@hketowashington.gov.hk 
網址：www.hketowashington.gov.hk

多倫多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74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R 2M7, Canada 
電話：(1)-416-924-5544 
傳真：(1)-416-924-3599
電郵：info@hketotoronto.gov.hk 
網址：www.hketotoron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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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聯絡辦事處
Suite 500, Park Place 
666 Burrard Street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V6C 3P6, Canada
電話：(1)-604-331-1300
傳真：(1)-604-331-1368
電郵：info_vancouver@hketotoronto.gov.hk

中東

迪拜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Unit OT 27-34, 27/F, Central Park Towers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O Box 333724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電話：(971)-4-453-3800
傳真：(971)-4-453-3899
電郵：enquiry@hketodubai.gov.hk
網址：www.hketodubai.gov.hk

亞太區

曼谷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21/F, Sathorn Square
98 North Sathorn Road, Silom
Bangrak, Bangkok, 10500 Thailand
電話：(66)-2059-4660
傳真：(66)-2059-4661
電郵：general@hketobangkok.gov.hk
網址：www.hketobangkok.gov.hk

雅加達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9/F, World Trade Centre 2
Jalan Jenderal Sudirman Kav. 29-31 
Jakarta Selatan 12920, Indonesia
電話：(62)-21-8086-9730 
傳真：(62)-21-2952-2613
電郵：hketo_jkt@hketojakarta.gov.hk 
網址：www.hketojakarta.gov.hk

新加坡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34-01, Suntec Tower 2
9 Temasek Boulevard
Singapore 038989
電話：(65)-6338-1771
傳真：(65)-6339-2112
　　　(65)-6337-7297
電郵：hketo_sin@hketosin.gov.hk 
網址：www.hketosin.gov.hk

悉尼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Level 1, Hong Kong House
80 Druit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電話：(61)-2-9283-3222
傳真：(61)-2-9283-3818
電郵：enquiry@hketosydney.gov.hk
網址：www.hketosydney.gov.hk

東京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Building 
30-1, Sanban-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75, Japan 
電話：(81)-3-3556-8980 
傳真：(81)-3-3556-8968
電郵：tokyo_enquiry@hketotyo.gov.hk
網址：www.hketotyo.gov.hk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台灣 )
(暫停運作 )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全球各地設有辦事處和顧問辦事
處。這些辦事處的地址載於該局網站。

總辦事處
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
會展廣場辦公大樓38樓
電話：(852)-183-0668
傳真：(852)-2824-0249
電郵：hktdc@hktdc.org 
網址：www.hktdc.com

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旅遊發展局也在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辦事處和
代表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的地址載於該局網站。

總辦事處
香港北角威非路道18號萬國寶通中心9至11樓
電話：(852)-2807-6543
傳真：(852)-2806-0303
電郵：info@hktb.com
網址：www.discoverhongk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