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功能界別-13) 

 

13. 航運交通界 (1席) 
參照《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1 

 

細節 

(第20D條) 

 

由名列附表 1A的團體組成。 

1. 停車管理及諮詢服務有限公司  

2. 機場管理局 

3. 香港駕駛教師從業員協會 

4. 新界電召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5. 快易通有限公司 

6.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7. 招商局船務企業有限公司 

8. 珠江船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9. 全記渡有限公司 

10. 全利電召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11. 城巴有限公司 

12. 珊瑚海船務有限公司 

13. 中遠——國際貨櫃碼頭(香港)有限公司 

14. 城市的士車主司機聯會有限公司 

15. 信德中旅噴射飛航(廣州)有限公司 

16. 愉景灣航運服務有限公司 

17. 汽車駕駛教授商會有限公司 

18. 香港仔小輪有限公司 

19. 早興有限公司 

20. 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  

21. 發記運輸有限公司 

22. 新界的士商業聯誼會 

23. 友聯的士車主聯誼會 

24. 綠色專線小巴(綠專)總商會有限公司 

25. 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 

26. 車馬樂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27. 海港貨櫃服務有限公司 

                                           
1  此附件所載的清單節錄自《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如有出入，概以《條例草案》為準。

 括號內為在經修訂的《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的條文。 



28. 漢華小巴商會有限公司 

29.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30. 港九小輪有限公司 

31. 港九教授貨車大小巴士同業會有限公司 

32.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有限公司 

33.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34. 港九利萊無線電召車中心有限公司 

35. 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有限公司  

36. 香港汽車會 

37. 香港貨船業總商會有限公司 

38. 香港商用車輛駕駛教師協會  

39. 香港集裝箱貨倉及物流服務聯會有限公司  

40. 香港貨櫃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41. 香港教車協會 

42. 港粵運輸業聯會有限公司 

43. 香港海事科技學會 

44.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專線小型巴士聯合總商會 

45. 香港的士商會有限公司  

46. 香港定期班輪協會 

47. 香港汽車駕駛教師聯會有限公司 

48. 香港領港會有限公司 

49. 香港公共及專線小巴同業聯會 

50. 香港裝卸區同業總會有限公司 

51. 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 

52. 香港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53. 香港航運物流協會有限公司  

54. 香港船東會有限公司 

55. 香港航運界聯誼會有限公司 

56. 香港航業協會  

57. 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  

58. 香港船務起卸業商會 

59. 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 

60.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61. 香港運輸倉庫碼頭業聯誼會 

62. 香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 

63.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64. 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有限公司  



65. 海運學會 

66. 運輸管理學會(中國香港) 

67. 九龍鳳凰小巴商工總會有限公司 

68.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69. 九龍汽車駕駛教師公會有限公司 

70. 九龍公共小型巴士潮籍工商聯誼會 

71.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72. 九龍重型貨車聯合商會有限公司 

73. 佳柏停車場有限公司 

74. 藍田惠海小巴商會 

75. 大嶼山的士聯會 

76. 鯉魚門高超道公共小巴商會有限公司 

77.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 

78.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79. 敏記停車場管理有限公司 

80. 海上遊覽業聯會有限公司 

81. 海事彙報研究會有限公司 

82.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83. 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 

84. 美城停車場有限公司 

85. 中流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86. 混凝土車司機協會 

87.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88. 新界新田公共小型巴士(17)車主商會 

89. 新界的士商會有限公司 

90. 新界的士車主司機同業總會 

91. 西北區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92. 新大嶼山巴士(1973)有限公司 

93. 新界貨運商會有限公司 

94.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95. 北區的士商會 

96. 全港司機大聯盟 

97.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教師公會 

98. 裝卸區同業聯會 

99.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100. 公共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01. 營業車聯誼會 



102. River Trade Terminal Co. Ltd.  

103. 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有限公司 

104. 西貢的士工商聯誼會有限公司 

105. 環球貨櫃碼頭香港有限公司  

106. 信佳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107.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108. 新興的士電召聯會 

109. 新界四海合眾的士聯會有限公司 

110.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有限公司 

111. 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12. 交通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113. 屯門公共小型巴士商會 

114. 東義造船業總商會有限公司 

115.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16. 偉發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117. 惠益港九及新界的士車主聯誼會 

118. 西岸國際(車場)有限公司 

119. 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 

120. 威信(香港)停車場管理有限公司 

121. 榮利無線電車商會有限公司 

122. 榮泰車主及司機聯會有限公司 

123. 梧港船務有限公司 

124. 廈門三聯企業(香港)有限公司 

125. 學童車協會有限公司 

126.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127. 信德中旅澳門輪船有限公司 

128. 香港貨櫃拖運業聯會有限公司 

129. 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有限公司 

130.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  

131. 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  

132. 物流及貨櫃車司機工會 

133. 混凝土製造商協會(香港) 有限公司  

134. 港粵直通巴士協會有限公司  

135. 翠華船務有限公司  

136. 優質駕駛訓練中心有限公司 

137. 公共及私家商用車教師公會 

138.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139. 郵輪客運(香港)有限公司 

140. 亞洲空運中心有限公司  

141. 皇家造船師學會暨輪機工程及海事科技學會香港聯合分會  

142. 香港打撈及拖船有限公司 

143. 香港船務經紀專業學會  

144. 香港聯合船塢集團有限公司 

145. 粵港船運商會有限公司 

146. 香港右軚汽車總商會有限公司 

147.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  

148. 香港汽車修理同業商會有限公司  

149. 環保汽車維修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50.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有限公司  

151.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152. 愉景灣隧道有限公司  

153.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port Officers 

154. 香港快運航空有限公司  

155. 香港(跨境)貨運司機協會  

156. 香港物流協會有限公司  

157. 香港貨櫃儲存及維修商會有限公司 

158. 新世界停車系統管理有限公司 

159. 航海學會(香港分會)  

160. Worldwide Flight Services, Inc. 

161. 新界的士營運協會 

162.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163. 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 

164. 泰和車行有限公司 

165. 屯門區旅運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66. 荃灣區旅運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67. 元朗區旅運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68. 九龍區旅運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69. 香港區旅運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170. 信和停車場管理有限公司 

171. 富城停車場管理有限公司  

172. 越運亨(香港)有限公司 

173. 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有限公司  

174.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175. 國泰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176.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177. LSG Lufthansa Service Hong Kong Limited 

178. 佳美航空膳食香港有限公司  

179. 易高航空燃料服務有限公司  

180.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181.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182. 大昌——港龍機場地勤設備服務有限公司   

183. 怡中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184. 汽車維修管理協會  

185. 駕駛教師協會 

186. 香港物流商會有限公司  

187. 新港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188. 利南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189. 交通基建管理合約有限公司  

190. 香港計程車會  

191. 忠誠車行有限公司  

192. 香港貨運航空有限公司 

193.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  

194.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95.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196. 友聯船廠有限公司 

197.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198. 招商局貨櫃服務有限公司 

199. 招商局物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200. 招商局能源運輸(香港)有限公司 

201. 中遠海運（香港）有限公司 

202. 中遠（香港）航運有限公司 

203. 中遠海運貨櫃代理有限公司 

204.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205. 香港中旅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206. 空中快線直升機有限公司 

207.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有限公司 

208. 港澳機場客運服務有限公司  

209. 香港國際機場碼頭服務有限公司 

210. 海洋造船工程有限公司 

211. 中國客運碼頭服務有限公司  

212. Turbojet Shipyard Limited 



213. 香港空運運輸業協會有限公司 

214. 香港汽車(機械‧零件)商會有限公司 

215. 中國航空快遞（香港）有限公司 

216. 珠江倉碼運輸有限公司 

217. 珠江中轉物流有限公司 

218. 香港珠江貨運有限公司 

219. 珠江代理有限公司 

220. 金珠船務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221. 粵興船舶用品有限公司 

222. 珠江集團船廠有限公司 

223. 東安船舶安全設備貿易有限公司 

224. 富裕小輪有限公司 

225. 香港永興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226. 中國航空租賃有限公司 

227. 遠通海運設備服務有限公司 

228. 宏德機器鐵工廠有限公司 

229. 粵港汽車運輸聯營有限公司 

230. 威盛運輸企業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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