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C 

 

選舉委員會的當然委員 

(參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1) 

 

界別分組 席位 指明職位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 

(第 5A條) 

15 1.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2.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 

3. 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 

4. 香港園境師學會會長 

5. 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 

6. 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 

7.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 

8. 香港房屋協會主席 

9.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10.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 

11. 社區參與綠化委員會主席 

12. 消防安全條例諮詢委員會主席 

13.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 

14.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主席 

15.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 

 

教育界^ 

(第 5B條) 

16 大學校長： 

 

1. 香港大學校長 

2.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3.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4.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5.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6.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7.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8. 嶺南大學校長 

9.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10. 香港樹仁大學校長 

11. 香港恒生大學校長 

 

營辦接受政府經常性資助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而其營辦

學校總數為辦學團體中最多的 5家機構： 

 

12. 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指明的職位 

13. 由保良局指明的職位 

14. 由香港聖公會指明的職位 

15. 由東華三院指明的職位 

16. 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指明的職位 

 

                                           
1節錄自《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如有出入，概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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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席位 指明職位 

工程界* 

(第 5C條) 

15 1.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 

2. 機場管理局董事會主席 

3. 顧問工程師委員會主席 

4. 建造業議會主席 

5. 建造商委員會主席 

6. 水務諮詢委員會主席 

7.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 

8.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 

9.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10. 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11. 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 

12. 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主席 

13.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1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5. 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法律界+ 

(第 5D條) 

6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香港委員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第 5E條) 

 

 

15 1. 醫院管理局主席 

2. 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主席 

3. 香港醫務委員會主席 

4.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 

5.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 

6. 香港護士管理局主席 

7.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主席 

8. 輔助醫療管理局主席 

9.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主席 

10. 脊醫管理局主席 

11.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12.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 

13. 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主席 

14.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主席 

15. 醫療輔助隊總監 

 

社會福利界* 

(第 5F條) 

 

15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2.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主席 

3.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 

4. 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 

5. 保良局董事會主席 

6.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 

7.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 

8. 仁愛堂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9. 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會主席 

10. 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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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席位 指明職位 

11. 無國界社工有限公司董事會會長 

12. 香港義工聯盟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13.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理事會主席 

14. 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 

15. 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立法會議員+ 

(第 5G條) 

 

90 立法會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

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
+# 

(第 5H條) 

 

190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和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 

 

總計： 362  

 

 

備註： 

(*)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擔任指明職位的人士： 

(a) 因以下原因而不符合登記資格： 

(i)  不符合或已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區選民的資格；或 

(ii)  是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政府的首

長級人員、政府的政務主任、政府的新聞主任、警務人員或任何其他以公職身分擔任

指明職位的公務員；或 

(b) 已藉擔任另一個指明職位登記為當然委員， 

則可指定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另一人登記為該界別的當然委員。 

(^) 若各大學的校長不符合登記資格，該大學的校務委員會主席或校董會主席則為該界別分組

的指明職位。 

(+) 若指明人士未能登記為此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不能指定另一人登記為此界別分組的當

然委員。 

(#) 有關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登記必須由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限公司統一提交。

若他同時擔任另一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他則必須在該界別分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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