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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24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高塱 劉志遠                  新界離島區高塱 
蘆荻灣 吳國輝                  新界離島區蘆荻灣 
北角舊村 李志強                  新界離島區北角舊村 
北角新村 周明東                  新界離島區北角新村 
大坪村 黃敬芝                  新界離島區大坪村 
大灣舊村 梁銀玉                  新界離島區大灣舊村 
大園 周福興                  新界離島區大園 
橫塱 周健慈                  新界離島區橫塱 
榕樹塱 黃敬全                  新界離島區榕樹塱 

榕樹灣 余麗芬                  新界離島區榕樹灣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謝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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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25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蘆鬚城 方達榮                  新界離島區蘆鬚城 
鹿洲 陸寶珠                  新界離島區鹿洲 
模達 蔡潤娣                  新界離島區模達 
模達灣 陳祖平                  新界離島區模達灣 

索罟灣 胡國光                  新界離島區索罟灣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謝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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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26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梅窩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涌口(北) 張日強                  新界離島區涌口(北) 
涌口(南) 鄭漢文                  新界離島區涌口(南) 
鹿地塘 李國強                  新界離島區鹿地塘 
白芒 郭馬強                  新界離島區白芒 
白銀鄉 黃偉康                  新界離島區白銀鄉 
大地塘 王少強                  新界離島區大地塘 
窩田 鄧偉邦                  新界離島區窩田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楊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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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27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坪洲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稔樹灣 黃少岳                  新界離島區稔樹灣 
 
2.      由於上述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該鄉村

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上述候

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謝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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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28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長沙下村 陳子和                  新界離島區長沙下村 
長沙上村 梁永輝                  新界離島區長沙上村 
貝澳新圍 何德輝                  新界離島區貝澳新圍 
石灣 毛子華                  新界離島區石灣 
拾浪 陳華國                  新界離島區拾浪 
大浪 何樹來                  新界離島區大浪 
塘福 鄧捷明                  新界離島區塘福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楊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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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29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大澳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吉慶街 張志偉                  新界離島區吉慶街 
下山 陳帶金                  新界離島區下山 
上山及鹿湖 陸秀容                  新界離島區上山及鹿湖 
梁屋 廖健生                  新界離島區梁屋 
南塘新村 潘錦傳                  新界離島區南塘新村 
昂坪 王啟華                  新界離島區昂坪 
頭 何紹基                  新界離島區頭 
深石 吳鳳蓮                  新界離島區深石 
石仔(東) 何健行                  新界離島區石仔(東) 
大浪灣 馮黃莉                  新界離島區大浪灣 
大澳巿郊 梁錦興                  新界離島區大澳巿郊 
大澳街巿街 何金福                  新界離島區大澳街巿街 

大澳太平街(一) 蘇光                  新界離島區大澳太平街(一) 
大澳太平街(二) 蘇愉兒                  新界離島區大澳太平街(二) 

大澳永安街(一) 張火有                  新界離島區大澳永安街(一) 
大澳永安街(二) 黃華                  新界離島區大澳永安街(二)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楊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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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0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東涌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赤角 何財喜                  新界離島區赤角 
下嶺皮 孔慶賢                  新界離島區下嶺皮 
藍輋及稔園 李業興                  新界離島區藍輋及稔園 

馬灣及黃泥屋 樊麗賢                  新界離島區馬灣及黃泥屋 
馬灣涌 鄭國威                  新界離島區馬灣涌 
牛凹 黃正遷                  新界離島區牛凹 
壩尾 鄧玉玲                  新界離島區壩尾 
石榴埔 羅展權                  新界離島區石榴埔 
石門甲 汪雪凌                  新界離島區石門甲 
上嶺皮 曾樹平                  新界離島區上嶺皮 
低埔 黃福                  新界離島區低埔 

地塘仔 釋衍隆                  新界離島區地塘仔 
黃家圍及龍井頭 黃愛勝                  新界離島區黃家圍及龍井頭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楊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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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1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青衣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涌美村 陳劍秋                  新界葵青區涌美村 
藍田村 鄧肇倫                  新界葵青區藍田村 

老屋村 鄧清泉                  新界葵青區老屋村 
新屋村 陳天球                  新界葵青區新屋村 
大王下村 鄧育財                  新界葵青區大王下村 
青衣漁民及聖保

祿村 
羅國輝                  新界葵青區青衣漁民及聖保祿村 

鹽田角村 陳兆平                  新界葵青區鹽田角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鄧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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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2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荃灣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下葵涌 鄧永堅                  新界葵青區下葵涌 
九華徑 曾振輝                  新界葵青區九華徑 
九華徑新村(又名

九華新村) 
葉衛聰                  新界葵青區九華徑新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鄧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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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3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粉嶺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粉嶺圍 彭宏健                  新界北區粉嶺圍 
虎地排 李馬榮                  新界北區虎地排 
孔嶺 葉水生                  新界北區孔嶺 
高莆 李國鳳                  新界北區高莆 
軍地 鍾紹傑                  新界北區軍地 

流水 朱明璋                  新界北區流水 
嶺皮村 陳貴興                  新界北區嶺皮村 
馬尾下 鄧觀養                  新界北區馬尾下 

新塘莆 楊漢東                  新界北區新塘莆 
新屋仔 陳德華                  新界北區新屋仔 
崇謙堂(東) 歐陽鳳珍                  新界北區崇謙堂(東) 
崇謙堂(西) 彭華英                  新界北區崇謙堂(西) 
獅頭嶺 王觀球                  新界北區獅頭嶺 
丹竹坑 羅碧東                  新界北區丹竹坑 
畫眉山 何展文                  新界北區畫眉山 
和合石 李玉興                  新界北區和合石 
 
 
 
 
 
 
 



2022年第 407期憲報號外  GAZETTE EXTRAORDINARY NO. 407/2022 11293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莊永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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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4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鴨洲 何長友                  新界北區鴨洲 
下禾坑 李炳華                  新界北區下禾坑 
雞谷樹下及南坑

尾 
朱冠平                  新界北區雞谷樹下及南坑尾 

吉澳 劉子安                  新界北區吉澳 
崗下 鄧玉煌                  新界北區崗下 
荔枝窩 黃群英                  新界北區荔枝窩 
萊洞 余智成                  新界北區萊洞 
鹿頸陳屋 陳偉榮                  新界北區鹿頸陳屋 
麻雀嶺上 曾志仁                  新界北區麻雀嶺上 
萬屋邊 唐偉龍                  新界北區萬屋邊 

木棉頭及蕉坑 李兆康                  新界北區木棉頭及蕉坑 
南涌 鄭光明                  新界北區南涌 
沙頭角墟(東) 李子倫                  新界北區沙頭角墟(東) 

沙頭角墟(西上) 徐勞來                  新界北區沙頭角墟(西上) 
山嘴 丘桂煌                  新界北區山嘴 
石橋頭 巫玉龍                  新界北區石橋頭 
上禾坑 李美賢                  新界北區上禾坑 
大朗 李偉良                  新界北區大朗 
大塘湖 鄧水秤                  新界北區大塘湖 
水坑 啟華                  新界北區水坑 
塘肚 張玉麟                  新界北區塘肚 
烏石角 魏偉龍                  新界北區烏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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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灶下及膊頭下 李文傑                  新界北區鹽灶下及膊頭下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莊永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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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5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長瀝 陳鏡華                  新界北區長瀝 
坑頭 郭錦祥                  新界北區坑頭 
河上鄉 侯永忠                  新界北區河上鄉 
金錢 侯慶麒                  新界北區金錢 
古洞(北) 鄧連勝                  新界北區古洞(北) 
蓮塘尾 宋瑞昌                  新界北區蓮塘尾 
料壆 馮啓榮                  新界北區料壆 
馬草(北) 林鋭強                  新界北區馬草(北) 
馬草(南) 黃煥全                  新界北區馬草(南) 

吳屋村 陳新禧                  新界北區吳屋村 
上水鄉 廖國謙                  新界北區上水鄉 
唐公嶺 關天舜                  新界北區唐公嶺 
松柏朗 簡伙平                  新界北區松柏朗 
華山村 陳仕祥                  新界北區華山村 

燕崗 侯榮光                  新界北區燕崗 
營盤 林志強                  新界北區營盤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莊永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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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6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週田村 杜永森                  新界北區週田村 
鳳凰湖 易嘉文                  新界北區鳳凰湖 
香園圍 萬梓峰                  新界北區香園圍 
簡頭圍 黃笑珍                  新界北區簡頭圍 
李屋 李富堅                  新界北區李屋 
瓦 江勝凡                  新界北區瓦 
坪輋 萬金明                  新界北區坪輋 
坪洋 陳月明                  新界北區坪洋 
新屋嶺 張天送                  新界北區新屋嶺 
上山雞乙 蔡鳳強                  新界北區上山雞乙 
大埔田 林英傑                  新界北區大埔田 
得月樓 張水蓮                  新界北區得月樓 
禾徑山 劉秀明                  新界北區禾徑山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莊永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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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7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坑口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下洋 劉錦棠                  新界西貢區下洋 
坑口 陳貴華                  新界西貢區坑口 
馬游塘 曾志誠                  新界西貢區馬游塘 
孟公屋 劉子雲                  新界西貢區孟公屋 
茅湖仔 陳寶馨                  新界西貢區茅湖仔 
檳榔灣 劉運明                  新界西貢區檳榔灣 
相思灣 林傳                  新界西貢區相思灣 
上洋 劉啟康                  新界西貢區上洋 
水邊 黃志雄                  新界西貢區水邊 
大坑口 梁耀威                  新界西貢區大坑口 
大埔仔 少銘                  新界西貢區大埔仔 
大環頭 劉帝明                  新界西貢區大環頭 
田下灣 周賢明                  新界西貢區田下灣 
井欄樹 丘兆航                  新界西貢區井欄樹 
將軍澳 陳培根                  新界西貢區將軍澳 
魷魚灣 鍾鏡章                  新界西貢區魷魚灣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周達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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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8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輋徑篤 劉國強                  新界西貢區輋徑篤 
慶徑石 劉錦權                  新界西貢區慶徑石 

蠔涌 劉樹添                  新界西貢區蠔涌 
界咸 謝壽如                  新界西貢區界咸 
浪徑 王倩儀                  新界西貢區浪徑 
正街(東) 李宇康                  新界西貢區正街(東) 
正街(西) 劉美英                  新界西貢區正街(西) 

蠻窩 張丁嬌                  新界西貢區蠻窩 
茅坪新村 劉玉光                  新界西貢區茅坪新村 
莫遮輋 朱克強                  新界西貢區莫遮輋 
南丫 陳映清                  新界西貢區南丫 
南山 何少安                  新界西貢區南山 
澳朗 楊建成                  新界西貢區澳朗 
澳頭 王觀祥                  新界西貢區澳頭 
北港 李立權                  新界西貢區北港 
北圍 劉方良                  新界西貢區北圍 
壁屋 成偉健                  新界西貢區壁屋 
普通道(東) 林桂盛                  新界西貢區普通道(東) 
普通道(西) 李福康                  新界西貢區普通道(西) 
西貢道(北) 駱秋榮                  新界西貢區西貢道(北) 
西貢道(南) 李天福                  新界西貢區西貢道(南) 

市場街 鍾秀珍                  新界西貢區市場街 
沙下 劉國其                  新界西貢區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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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咀新村 羅耀和                  新界西貢區沙咀新村 
山寮 叶莉                  新界西貢區山寮 
石坑 邵金源                  新界西貢區石坑 
打蠔墩 陳玉蓮                  新界西貢區打蠔墩 
大藍湖 黃婉沁                  新界西貢區大藍湖 
大浪 朱柏濃                  新界西貢區大浪 
大腦 蘇美斯                  新界西貢區大腦 
大仔 張振威                  新界西貢區大仔 
大街(東) 林才 (林偉) 新界西貢區大街(東) 
大環 王哲希                  新界西貢區大環 
德隆後街 練國飛                  新界西貢區德隆後街 

德隆前街 石愛珍                  新界西貢區德隆前街 
笏 李秀芳                  新界西貢區笏 
鯽魚湖 李石容                  新界西貢區鯽魚湖 
斬竹灣 蘇志清                  新界西貢區斬竹灣 
蕉坑 陳光華                  新界西貢區蕉坑 
早禾坑 李觀榮                  新界西貢區早禾坑 
對面海 方意德                  新界西貢區對面海 
窩美 張志強                  新界西貢區窩美 
黃竹山新村 鍾觀生                  新界西貢區黃竹山新村 
黃竹灣 劉玉棠                  新界西貢區黃竹灣 
黃地 陳運光                  新界西貢區黃地 
黃毛應 薛平恩                  新界西貢區黃毛應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周達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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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39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沙田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亞公角漁民新村 蘇偉德                  新界沙田區亞公角漁民新村 
插桅杆 詹少雄                  新界沙田區插桅杆 
赤坭坪 丘維                  新界沙田區赤坭坪 
火炭 董惠明                  新界沙田區火炭 
灰下及謝屋 謝良興                  新界沙田區灰下及謝屋 
下徑口 麥俊祺                  新界沙田區下徑口 
顯田 楊國華                  新界沙田區顯田 
隔田 曾國輝                  新界沙田區隔田 
九肚 羅偉華                  新界沙田區九肚 
觀音山及崗背 王文傑                  新界沙田區觀音山及崗背 
落路下 劉少平                  新界沙田區落路下 
馬料 劉三有                  新界沙田區馬料 
茅笪 陳素容                  新界沙田區茅笪 
茂草岩 鄭觀明                  新界沙田區茂草岩 
牛皮沙 廖貴榮                  新界沙田區牛皮沙 
拔子窩 劉俊釗                  新界沙田區拔子窩 
新田 劉志雄                  新界沙田區新田 
沙田圍 劉德祥                  新界沙田區沙田圍 
山下圍 曾傑揚                  新界沙田區山下圍 
十二笏 鄭偉潔                  新界沙田區十二笏 
石古壟及南山 黎國才                  新界沙田區石古壟及南山 
上徑口 韋德麟                  新界沙田區上徑口 
上禾輋 藍國權                  新界沙田區上禾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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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瀝源 葉石                  新界沙田區小瀝源 
大南寮 劉民生                  新界沙田區大南寮 
大水坑 張子賢                  新界沙田區大水坑 
大圍 吳錦權                  新界沙田區大圍 
田心 袁灶財                  新界沙田區田心 
多石 曾貴生                  新界沙田區多石 
渡頭灣 方志偉                  新界沙田區渡頭灣 
作壆坑 李德貴                  新界沙田區作壆坑 
銅鑼灣 邱貴榮 新界沙田區銅鑼灣 
禾寮坑 劉辛發                  新界沙田區禾寮坑 
黃竹洋 戴辛有                  新界沙田區黃竹洋 
黃泥頭、大輋及花

心坑 
葉子龍                  新界沙田區黃泥頭、大輋及花心坑 

王屋 王堅                  新界沙田區王屋 
烏溪沙及長徑 廖耀雄                  新界沙田區烏溪沙及長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柯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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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0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輋下 李馬田                  新界大埔區輋下 
樟木頭 侯立光                  新界大埔區樟木頭 
企嶺下老圍 何進財                  新界大埔區企嶺下老圍 
企嶺下新圍 何連興                  新界大埔區企嶺下新圍 
高流灣 石建生                  新界大埔區高流灣 
高塘 何斐航                  新界大埔區高塘 
官坑 陳漢圃                  新界大埔區官坑 
馬牯纜 梁兆真                  新界大埔區馬牯纜 
泥涌 黃道生 (威言) 新界大埔區泥涌 
瓦頭村 駱觀雄                  新界大埔區瓦頭村 
西徑 駱月羣                  新界大埔區西徑 
西澳 李秀祺                  新界大埔區西澳 
大洞 陳伯強                  新界大埔區大洞 
塔門 藍百和                  新界大埔區塔門 
塔門漁民村 杜家耀                  新界大埔區塔門漁民村 
田寮 劉世忠                  新界大埔區田寮 
井頭 梁正金                  新界大埔區井頭 
榕樹澳 成有生                  新界大埔區榕樹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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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陳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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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1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大埔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鴉山 林國華                  新界大埔區鴉山 
寨 鍾耀基                  新界大埔區寨 
樟樹灘 文傑                  新界大埔區樟樹灘 
張屋地 伍瑞濃                  新界大埔區張屋地 
鍾屋村 鍾志明                  新界大埔區鍾屋村 
放馬莆 黃慕松                  新界大埔區放馬莆 
鳳園 葉偉才                  新界大埔區鳳園 
下坑 李麗儀                  新界大埔區下坑 
蝦地下 盧東祥                  新界大埔區蝦地下 
下黃宜坳 陳長有 (陳伯有) 新界大埔區下黃宜坳 
下碗 馬文龍                  新界大埔區下碗 
坑下莆 林鵬峰                  新界大埔區坑下莆 
錦山村 黃浩生                  新界大埔區錦山村 
較寮下 林萬有                  新界大埔區較寮下 
九龍坑 陳浩宇                  新界大埔區九龍坑 
荔枝山 李桂強                  新界大埔區荔枝山 
壁山 羅耀文                  新界大埔區壁山 
蓮澳李屋 李向榮                  新界大埔區蓮澳李屋 
蘆慈田 梁正光                  新界大埔區蘆慈田 
聯益漁村 吳照光                  新界大埔區聯益漁村 
龍丫排 英發                  新界大埔區龍丫排 
龍尾 張國華                  新界大埔區龍尾 
麻布尾 李永強                  新界大埔區麻布尾 
馬窩村 李志豪                  新界大埔區馬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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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樹坑 劉惠中                  新界大埔區梅樹坑 
南華莆 鄭倫光                  新界大埔區南華莆 
梧桐寨 古天才                  新界大埔區梧桐寨 

白牛石下村 梁官送                  新界大埔區白牛石下村 
白牛石上村 梁子真                  新界大埔區白牛石上村 
泮涌 麥英培                  新界大埔區泮涌 
泮涌新村 周官球                  新界大埔區泮涌新村 
坪朗 鍾偉基                  新界大埔區坪朗 
半山洲 陳閏來                  新界大埔區半山洲 
三門仔 石廣燕                  新界大埔區三門仔 
頭角 陳鈺清                  新界大埔區頭角 
新塘 錦榮                  新界大埔區新塘 
新屋家 黃國威                  新界大埔區新屋家 
新屋仔 邱渭傑                  新界大埔區新屋仔 
新圍仔 黃嘉達                  新界大埔區新圍仔 
社山 陳子龍                  新界大埔區社山 
船灣陳屋 陳根                  新界大埔區船灣陳屋 
船灣詹屋 詹官福                  新界大埔區船灣詹屋 

船灣李屋 李國良                  新界大埔區船灣李屋 
船灣沙欄 劉志成                  新界大埔區船灣沙欄 
船灣圍下 梁鳳儀                  新界大埔區船灣圍下 
打鐵印 何金榮                  新界大埔區打鐵印 
大美督 黃添喜                  新界大埔區大美督 
大菴 張育文                  新界大埔區大菴 
大埔滘 胡平                  新界大埔區大埔滘 
大埔尾 李玉明                  新界大埔區大埔尾 
大埔頭 鄧振                  新界大埔區大埔頭 
大窩 王柏茂                  新界大埔區大窩 
大陽輋 黃雄文                  新界大埔區大陽輋 
汀角 羅天送                  新界大埔區汀角 
塘上村 張集雄                  新界大埔區塘上村 
井頭 彭玉財                  新界大埔區井頭 
洞梓 葉偉賢                  新界大埔區洞梓 
黃魚灘 張任有                  新界大埔區黃魚灘 
營盤下竹坑 馬天爵                  新界大埔區營盤下竹坑 
魚角 林焯虹                  新界大埔區魚角 
元嶺李屋 李郎生                  新界大埔區元嶺李屋 
元嶺葉屋 高銘泉                  新界大埔區元嶺葉屋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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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陳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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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2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馬灣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花坪、草灣及大轉 陳兆璋                  新界荃灣區花坪、草灣及大轉 
馬灣大街 曾志強                  新界荃灣區馬灣大街 
田寮 陳美福                  新界荃灣區田寮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區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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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3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荃灣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川龍 王玉玲                  新界荃灣區川龍 
中葵涌 傅康德                  新界荃灣區中葵涌 
下花山 李玉華                  新界荃灣區下花山 
河背 何志恒                  新界荃灣區河背 
海壩(象鼻山路) 邱添和                  新界荃灣區海壩(象鼻山路)  
海壩(南台) 陳二鳴                  新界荃灣區海壩(南台)  
海壩(和宜合道及

國瑞道) 
邱志仁                  新界荃灣區海壩(和宜合道及國瑞道)  

關門口 陳永滔                  新界荃灣區關門口 
古坑 曾憲超                  新界荃灣區古坑 
老圍 張醒文                  新界荃灣區老圍 
馬閃排 陳世民                  新界荃灣區馬閃排 
木棉下 何國樑                  新界荃灣區木棉下 
排棉角 江晃明                  新界荃灣區排棉角 
白田壩 何日新                  新界荃灣區白田壩 
三棟屋 陳振邦                  新界荃灣區三棟屋 
新村 孫球                  新界荃灣區新村 
深井 傅錦榮                  新界荃灣區深井 
石碧新村 徐天有                  新界荃灣區石碧新村 
石圍角 江伯旋                  新界荃灣區石圍角 
上葵涌 何璐璐                  新界荃灣區上葵涌 
汀九 曾國光                  新界荃灣區汀九 
清快塘 傅健偉                  新界荃灣區清快塘 
青龍頭 鍾聯順                  新界荃灣區青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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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三村 李秀蘭                  新界荃灣區荃灣三村 
和宜合 劉佛皇                  新界荃灣區和宜合 
油柑頭 楊桂財                  新界荃灣區油柑頭 
二陂圳 劉錦榮                  新界荃灣區二陂圳 
圓墩 鍾智星                  新界荃灣區圓墩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區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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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4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屯門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鍾屋村 鍾錦明                  新界屯門區鍾屋村 
虎地村 吳愛娣                  新界屯門區虎地村 
福亨村(下) 馮友維                  新界屯門區福亨村(下) 
福亨村(上) 曾展雄                  新界屯門區福亨村(上) 
河田村 曾美蓮                  新界屯門區河田村 
麒麟圍 陳天成                  新界屯門區麒麟圍 
礦山村 張惠蓮                  新界屯門區礦山村 
藍地 麥錦華                  新界屯門區藍地 
良田村 何永機                  新界屯門區良田村 
聯安新村 陳天明                  新界屯門區聯安新村 
龍鼓灘 劉志誠                  新界屯門區龍鼓灘 
稔灣 鄭孝強                  新界屯門區稔灣 
寶塘下 蘇偉倫                  新界屯門區寶塘下 

新慶村 黃楚文                  新界屯門區新慶村 
新圍仔 古偉文                  新界屯門區新圍仔 
小坑村 謝劍豪                  新界屯門區小坑村 
小欖 劉學勤                  新界屯門區小欖 
順風圍 劉鋈榮                  新界屯門區順風圍 
大欖涌 胡觀福                  新界屯門區大欖涌 
桃園圍 李珍達                  新界屯門區桃園圍 
青磚圍 陶惠森                  新界屯門區青磚圍 
青山村 覃天恩                  新界屯門區青山村 
紫田村 鄧永良                  新界屯門區紫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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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舊墟 蔡玉紫                  新界屯門區屯門舊墟 
屯門新墟 許澤儀                  新界屯門區屯門新墟 
屯門新村 陶方達                  新界屯門區屯門新村 
屯子圍 陶明興                  新界屯門區屯子圍 
和平新村 李貴華                  新界屯門區和平新村 
楊小坑 楊偉權                  新界屯門區楊小坑 

亦園村 譚曾江雁                  新界屯門區亦園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馮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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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5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廈村鄉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鳳降村 胡家傑                  新界元朗區鳳降村 
廈村市 鄧永傑                  新界元朗區廈村市 
巷尾村 鄧文偉                  新界元朗區巷尾村 
李屋村 李焯穩                  新界元朗區李屋村 
羅屋村 林德勝                  新界元朗區羅屋村 
新生村 游偉康                  新界元朗區新生村 
沙洲里(一) 林有喜                  新界元朗區沙洲里(一) 
沙洲里(二) 司徒求新                  新界元朗區沙洲里(二) 
錫降村 鄧鎮鵬                  新界元朗區錫降村 
錫降圍 鄧善恒                  新界元朗區錫降圍 
田心村 陳植良                  新界元朗區田心村 
東頭村 鄧柱堅                  新界元朗區東頭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陳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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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6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錦田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逢吉鄉 蔡佩玲                  新界元朗區逢吉鄉 
錦田城門新村 鄭保良                  新界元朗區錦田城門新村 
吉慶圍 鄧國豐                  新界元朗區吉慶圍 
高埔村 鄧坤寶                  新界元朗區高埔村 
沙埔村 伍國全                  新界元朗區沙埔村 
水尾村 鄧達兼                  新界元朗區水尾村 
水頭村 鄧偉強                  新界元朗區水頭村 
泰康圍 鄧霆鈞                  新界元朗區泰康圍 
祠堂村 文權立                  新界元朗區祠堂村 

永隆圍 鄧聯光                  新界元朗區永隆圍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陳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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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7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八鄉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長江村 梁榮光                  新界元朗區長江村 
竹坑村 鄧志光                  新界元朗區竹坑村 
下輋村 簡成標                  新界元朗區下輋村 
河背村 胡偉德                  新界元朗區河背村 
金錢圍村 鄭偉康                  新界元朗區金錢圍村 
蓮花地 郭永昌                  新界元朗區蓮花地 
雷公田村 張日華                  新界元朗區雷公田村 
馬鞍崗村 簡郁文                  新界元朗區馬鞍崗村 
吳家村 徐發堅                  新界元朗區吳家村 
牛徑村 鄭偉培                  新界元朗區牛徑村 
彭家村 彭柏盛                  新界元朗區彭家村 
石湖塘村 蔡鏗泰                  新界元朗區石湖塘村 
上村 曾文靖                  新界元朗區上村 
水流田村 蔡偉常                  新界元朗區水流田村 
水盞田村 張運球                  新界元朗區水盞田村 

打石湖村 宋瑞其                  新界元朗區打石湖村 
大江埔村 江元嬌                  新界元朗區大江埔村 
大窩村 蔡運祺                  新界元朗區大窩村 
田心村 胡建全                  新界元朗區田心村 
七星崗村 鄧鈞德                  新界元朗區七星崗村 
橫台山下新屋村 鄧觀新                  新界元朗區橫台山下新屋村 
橫台山河瀝背村 鄧思榮                  新界元朗區橫台山河瀝背村 
橫台山羅屋村 羅啟洪                  新界元朗區橫台山羅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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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台山散村 鄧勇男                  新界元朗區橫台山散村 
橫台山永寧里村 鄧偉雄                  新界元朗區橫台山永寧里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陳栢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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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8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屏山鄉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灰沙圍 鄧國榮                  新界元朗區灰沙圍 
馮家圍 馮少騰                  新界元朗區馮家圍 
蝦尾新村 陳業惠                  新界元朗區蝦尾新村 
坑尾村 鄧志學                  新界元朗區坑尾村 
坑頭村 鄧超雄                  新界元朗區坑頭村 
橋頭圍 鄧橋南                  新界元朗區橋頭圍 
欖口村 張家慶                  新界元朗區欖口村 
輞井村 張洪發                  新界元朗區輞井村 
輞井圍 鄧輝泰                  新界元朗區輞井圍 
鰲磡村 黃偉南                  新界元朗區鰲磡村 
屏山新村 鄧熀强                  新界元朗區屏山新村 
新慶村 黃慶有                  新界元朗區新慶村 
沙橋村(一) 郭樹基                  新界元朗區沙橋村(一) 
沙橋村(二) 陳錫儔                  新界元朗區沙橋村(二) 
石村 林權                  新界元朗區石村 
上璋圍 鄧頴宗                  新界元朗區上璋圍 
盛屋村 盛廣財                  新界元朗區盛屋村 
水邊圍 陶葉球                  新界元朗區水邊圍 
水田村 黃耀光                  新界元朗區水田村 
大道村 鄧榮輝                  新界元朗區大道村 
大井圍 鄭森祺                  新界元朗區大井圍 
天水圍(一) 梁少聰                  新界元朗區天水圍(一) 
天水圍(二) 黎潤明                  新界元朗區天水圍(二) 
塘坊村 鄧珠明                  新界元朗區塘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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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新村(一) 周錦明                  新界元朗區唐人新村(一) 
唐人新村(二) 鄧喬丰                  新界元朗區唐人新村(二) 
唐人新村(三) 林如棟                  新界元朗區唐人新村(三) 
橫洲忠心圍 黃成業                  新界元朗區橫洲忠心圍 
橫洲福慶村 黃梓任                  新界元朗區橫洲福慶村 
橫洲林屋村 林偉業                  新界元朗區橫洲林屋村 
橫洲西頭圍 梁家銘                  新界元朗區橫洲西頭圍 
橫洲東頭圍 黃真勝                  新界元朗區橫洲東頭圍 
橫洲楊屋村 楊偉基                  新界元朗區橫洲楊屋村 
永寧村 陳愛金                  新界元朗區永寧村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胡天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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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49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落馬洲 張桂芳                  新界元朗區落馬洲 
米埔村 馮錦仔                  新界元朗區米埔村 
明德堂 文誠任                  新界元朗區明德堂 
安龍村 文安平                  新界元朗區安龍村 
壆圍 馮日柱                  新界元朗區壆圍 
新龍村 文連泰                  新界元朗區新龍村 
石湖圍 文錦洪                  新界元朗區石湖圍 
大生圍 黎志超                  新界元朗區大生圍 
青龍村 鄔偉強                  新界元朗區青龍村 
東鎮圍 文國基                  新界元朗區東鎮圍 
仁壽圍 文桂南                  新界元朗區仁壽圍 
攸潭美(二) 黎志文                  新界元朗區攸潭美(二) 
 
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胡天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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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1050號號外公告2022 年第 XX 號號外公告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規例》 
(第 541L 章) 

（第 15 及 16 條） 
 

提名及候選人在無競逐選舉中妥為選出公告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以下為下述現有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詳情如提名表格所載) 
 

現有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的主要住址的有關詳情 
下攸田 黃劍雄                  新界元朗區下攸田 
紅棗田 簡竹田                  新界元朗區紅棗田 
龍田 黃漢榮                  新界元朗區龍田 
馬田 黃國榮                  新界元朗區馬田 
南邊圍 冼宜生                  新界元朗區南邊圍 
南坑 張月明                  新界元朗區南坑 
瓦頭 呂振傑                  新界元朗區瓦頭 
西邊圍 林啟新                  新界元朗區西邊圍 
深涌 陳有誠                  新界元朗區深涌 
山貝 林俊文                  新界元朗區山貝 
山貝涌口(一) 吳志明                  新界元朗區山貝涌口(一) 
山貝涌口(二) 梁志昌                  新界元朗區山貝涌口(二) 
上攸田 李浩鵬                  新界元朗區上攸田 
水蕉老圍 曾漢森                  新界元朗區水蕉老圍 
水蕉新村 楊肇輝                  新界元朗區水蕉新村 

崇正新村(一) 張英權                  新界元朗區崇正新村(一) 
大橋 陳偉業                  新界元朗區大橋 
大棠 李樹芳                  新界元朗區大棠 
大圍 蔡子來                  新界元朗區大圍 
田寮 胡景光                  新界元朗區田寮 
塘頭埔 張淦堯                  新界元朗區塘頭埔 
黃屋村 駱俊傑                  新界元朗區黃屋村 
楊屋村 楊全發                  新界元朗區楊屋村 
元朗舊墟 葉少榮                  新界元朗區元朗舊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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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上述每一條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數目不多於該選舉中須選出的

該鄉村居民代表數目，為施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9(1)條，現宣布

上述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上述鄉村居民代表。 
 
 
 
2022 年 12 月 1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陳栢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