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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會計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定團體 (提名方式)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提名 15 ✓  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有限公司 

(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聘任的

香港會計諮詢專家中協商提名產生) 
選舉 15  ✓ 符合以下說明的執業單位1((《專業會

計師條例》(第 50 章)第 2(1)條所界定

者)(—— 
(a)(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註冊；及 
(b)(根據《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第 3A(1)條所界定的註冊公眾

利益實體核數師( [註：如有關團

體在緊接《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

之前，屬《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第 3A(1)條所界定的註冊

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則無須在

緊接它申請登記之前已作為上述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持續運

作達 3 年，但須在緊接申請登記

之前的 3 年內曾承擔或進行公眾

利益實體項目(《財務匯報局條

例》(第 588 章)第 3A(1)條所界定

者)。] 
 

II. 由提名產生的委員 

II.1.  如何提名委員？ 

II.1.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詳情。「香港會計諮

詢專家協會有限公司」(這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須在提名期內向選舉主任呈交

指定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選的若干名人士，作為其在選舉委員會中的提名委

                                                      
1(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B)及(19C)條，這些指明實體的團體，須(a)在緊接

它申請登記為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及(b)在緊接它申請登記之前的 3
年內，曾承擔或進行公眾利益實體項目(《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第 3A(1)條所界定者)，方有

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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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II.1.2.(  會計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產生的委員。若「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有限公司」

提名的人數超逾 15 名，則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獲優先挑選；如所餘獲提名人

超逾 1 名，則另須將他們按優先次序排列。若沒有示明獲優先挑選的獲提名

人，則選舉主任須以抽籤方式決定該等獲提名人的優先次序。 

II.2.  誰有資格成為獲提名人？ 

II.2.1. 獲提名人除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聘任的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外，尚須符

合以下條件2— 

(a)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b) 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2.2. 須注意，任何人若已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

記為當然委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

委員)或是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的候選人，則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3。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內已被某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則沒有資格在被另一

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4。 

II.3.  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5：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名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緊接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條。 
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條。 
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條。 
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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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3.2. 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

格6：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8；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4.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獲提名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9。 

II.5.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提名人的資格。選舉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後，會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表格轉交資審會。 

II.5.2. 資審會須按指定團體在指定提名表格上提供的優先次序或選舉主任以抽籤形

式決定的優先次序，決定該等獲提名人是否獲有效提名，直至該團體獲配的席

位均被填滿為止。 

II.5.3.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的獲提名人(即「獲宣布委員」)。 

II.6.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6.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獲有效提名

的獲提名人納入成為候任委員。 

II.7.  就提名委員提出的上訴 

II.7.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獲宣布委員因以下理由，沒有資格獲宣布和登記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10： 

(a) 該名獲宣布委員並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喪失作為獲提名人的

                                                      
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條。 
7(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

 者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8 (  同上。 
9(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條。 
10( (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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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c)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 

(d) 在資審會就該名獲宣布委員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

性的欠妥之處；或 

(e) 在選舉主任進行抽籤程序時，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獲宣布委員宣布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並

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然而，對資審

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11。 

II.7.2.(  有關的上訴須於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 

II.7.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有關獲宣布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無論如何，有

關的判定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12。 

II.8.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8.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8.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8.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文件第 1 頁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13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1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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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 1514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15(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16(。 

                                                      
14(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選出的

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1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1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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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17：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18：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9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0；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1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1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1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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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21。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22。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當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

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

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

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23。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24。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25。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26。無論如何，

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27。 

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2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2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2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2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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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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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當然委員)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當然 15 ✓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

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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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 15  ✓ 以下列明團體： 
1.(香港建築師學會 
2.(香港測量師學會 
3.(香港規劃師學會 
4.(香港園境師學會 
5.(香港房屋委員會 
6.(香港房屋協會 
7.(市區重建局 
8.(認可人士註冊事務委員會 
9.(檢驗人員註冊事務委員會 
10.(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11.(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有限公司 
12.(建築環保評估協會有限公司 
13.(地政總署產業測量師協會 

                                                      
28(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區選民資格、

為指明公職人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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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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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房屋署工料測量師協會 
15.(香港房屋署建築師協會 
16.(房屋署產業測量師協會 
17.(香港房屋署規劃師協會 
18.(房屋署園境師協會 
19.(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 
20.(建築署工料測量師協會 
21.(建築署屋宇保養測量師協會 
22.(建築署建築師協會 
23.(政府本地土地測量師協會 
24.(香港房屋署保養測量師協會 
25.(香港政府本地城市規劃師協會 
26.(香港政府園境師協會 
27.(凱達環球有限公司 
28.(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 
29.(李景勳、雷煥庭建築師有限公司 
30.(劉榮廣伍振民建築師有限公司 
31.(利安顧問有限公司 
32.(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有限

公司 
33.(巴馬丹拿建築及工程師有限公司 
34.(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

公司 
35.(王歐陽(香港)有限公司 
36.(王董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 
37.(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

問有限公司 
38.(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 
39.(關善明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40.( (TFP(Farrells(Limited 
41.(富匯測量師有限公司 
42.(豐展設計及營造有限公司 
43.(測建行有限公司 
44.(萊坊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45.(威格斯建築顧問有限公司 
46.(陳佐堅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47.(第一太平戴維斯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48.(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 
49.(利比有限公司 
50.(凱諦思香港有限公司 
51.(偉歷信(中國)有限公司 
52.(雅邦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53.(城市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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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盧緯綸建築規劃有限公司 
55.(泛亞環境有限公司 
56.(傲林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以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人士方有資格擔任這

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 

II.1.2.( ( (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29。 

II.1.3. 須注意，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出任這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30。若其出任多於一個非「港區

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可選擇出任其

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並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明界別分組指定一

名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人士登記作為當然委員31。 

II.1.4.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32— 

(a)(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政府的政務主任； 

(d)(政府的新聞主任； 

(e)(警務人員；或 

(f)(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5. 若出任「指明職位」的人士為政府的主要官員、指明的公職人員或公務員33，

他則須指定另一名在有關團體內任職的人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34：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29(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條。 
30(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條。 
31(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條。 
32(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條。 
33(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條。 
3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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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

弊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35：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36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37；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1.8.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8.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38。 

II.1.9.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9.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5
                                                      
35(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條。 
3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37(  (同上。 
38(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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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39：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40。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41。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42。 

II.4.3.(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4.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43。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44。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39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4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4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4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4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4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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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45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1546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45(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46(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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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47(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48(。 

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49：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4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4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4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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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50：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51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52；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53。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54。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50( ( ( (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51( (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52(  同上。 
5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5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458 附錄三 (B)   

(頁數 17/93)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55。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56。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57。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58。無論如何，

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59。 

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5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5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5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5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59(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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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中醫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定團體 (提名方式)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提名 15 ✓  港區世界中聯理事協會有限公司 

(在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香港理事

中協商提名產生) 
選舉 15  ✓ (a)(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有限公

司； 
(b)(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的團體

成員60；或 
(c)(以下的列明團體： 
 
第 1 部——法定管理諮詢機構 
1.(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2.(香港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第 2 部——行政機構和進修機構 
1.(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2.(中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3.(九龍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4.(佛教華夏中醫學院有限公司 
5.(香港華夏醫藥學會 
6.(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7.(香港針灸學會 
8.(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9.(名醫名方硏究會有限公司 
10.(華夏書院有限公司 
11.(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2.(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13.(港九中華藥業商會有限公司 
14.(香港中醫藥科技學院有限公司 
15.(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 
16.(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7.(醫院管理局 

                                                      
60(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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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東華三院 
19.(現代中醫進修學院 
20.(中國中醫推拿針灸院 
21.(香港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22.(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有限公司 
23.(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有限公司 
24.(中國醫藥學會有限公司 
25.(香港中醫骨傷學會有限公司 
26.(香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27.(港九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28.(僑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  
第 3 部——其他有關團體 
1.(香港中華中醫學會 
2.(香港針灸醫師學會有限公司 
3.(中醫學術促進會有限公司 
4.(香港專業註冊中醫協會有限公司 
5.(香港新中醫學院有限公司 
6.(香港表列中醫協會 
7.(國際中醫藥膳自療學會有限公司 
8.(國際中醫暨綜合自然療法學會有

限公司 
9.(香港中華經筋醫學研究會 
10.(香港頭針醫學會 
11.(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12.(香港中醫整脊學會有限公司 
13.(國際自然療能研究學會 
14.(香港經絡醫學會 
15.(香港中醫藥膳專業學會有限公司 
16.(國際藥膳食療學會有限公司 
17.(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有限公司 
18.(古今中醫名家學術研究會有限公

司(  
19.(香港汕尾中醫協會 
20.(中華國際傳統醫藥學會 
21.(香港本草醫藥學會有限公司 
22.(經穴激活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23.(國際中醫針灸解剖學會有限公司 
24.(香港草藥遊 
25.(中國(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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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擔任由提名產生的委員 

II.1.  如何提名委員？ 

II.1.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詳情。「港區世界中

聯理事協會有限公司」(這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須在提名期內向選舉主任提交

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選的若干名人士，作為其在選舉委員會中的提名委員。 

II.1.2.(  中醫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產生的委員。若「港區世界中聯理事協會有限公司」

提名的人數超逾 15 名，則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獲優先挑選；如所餘獲提名人

超逾 1 名，則另須將他們按優先次序排列。若沒有示明獲優先挑選的獲提名

人，則選舉主任須以抽籤方式決定該等獲提名人的優先次序。 

II.2.  誰有資格成為獲提名人？ 

II.2.1. 獲提名人除須為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香港理事外，尚須符合以下條件61— 

(c)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d) 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2.2. 須注意，任何人若已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

記為當然委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

委員)或是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的候選人，則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62。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內已被某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則沒有資格在被另一

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63。 

II.3.  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64： 

(b)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名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緊接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6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條。 
6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條。 
6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條。 
6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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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3.2. 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

格65：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66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67；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4.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獲提名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68。 

II.5.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提名人的資格。選舉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後，會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表格轉交資審會。 

II.5.2. 資審會須按指定團體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優先次序或選舉主任

以抽籤形式決定的優先次序，決定獲提名人是否獲有效提名，直至該團體獲配

的席位均被填滿為止。 

II.5.3.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的獲提名人(即「獲宣布委員」)。 

II.6.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6.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獲有效提名

的獲提名人納入成為候任委員。 

                                                      
6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條。 
66(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

 者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67 (  同上。 
6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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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7.  就提名委員提出的上訴 

II.7.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獲宣布委員因以下理由，沒有資格獲宣布和登記為選舉委

員69： 

(a) 該名獲宣布委員並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喪失作為獲提名人的

資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c)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 

(d) 在資審會就該名獲宣布委員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

性的欠妥之處；或 

(e) 在選舉主任進行抽籤程序時，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獲宣布委員宣布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並

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然而，對資審

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70。 

II.7.2.(  有關的上訴須於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 

II.7.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有關獲宣布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無論如何，有

關的判定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71。 

II.8.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8.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8.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8.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69(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 條。 
7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7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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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72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 1573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74(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75(。 

                                                      
72(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73(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7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7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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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76：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77：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8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79；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7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7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78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79 (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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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80。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81。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當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

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

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

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82。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83。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84。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85。無論如何，

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86。 

                                                      
8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8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8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8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8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8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8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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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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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教育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當然委員)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當然 16 ✓  大學校長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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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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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若大學的校長不符合登記資格或已藉擔任另一個指明職位登記為當然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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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4)條，
有關安排如下： 
大學校長 替代安排 

香港大學 校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

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

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恒生大學 

校董會主席 

 

88(  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區選民資格、為指明公職人員)或已藉擔任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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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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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14  ✓ (a) 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資助

的高等教育機構； 
(b)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註冊的專上學院89； 
(c) 香港公開大學； 
(d) 香港演藝學院； 
(e) 職業訓練局； 
(f)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g)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 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13 條或其中一條已廢除條例(該
條例第 3(1)條所界定者)註冊的學

校，但《敎育(豁免)(提供非正規

課程的私立學校)令》(第 279
章，附屬法例 F)第 2 條所界定的

獲豁免學校除外90；或 
(i)(完全由政府維持和管理的學校91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以下教育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人士方有資格擔任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 

大學校長或學校董事會或校委會主席；及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

人 

II.1.2.( (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92。 

II.1.3. 須注意，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出任這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93。若其出任多於一個非「港區

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可選擇出任其

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並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明界別分組安排一

名條例訂明的人士或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人士登記作為當然委員94。 

II.1.4. 大學校長如不符合登記資格或選擇了出任另一個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大

                                                      
89(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

分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

人。 
90( (同上。 
91( (同上。 
9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條。 
9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條。 
9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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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校務委員會主席或校董會主席(視乎何者適用而定)則為該界別分組的「指

明職位」95。 

II.1.5.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96— 

(a)(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政府的政務主任； 

(d)(政府的新聞主任； 

(e)(警務人員；或 

(f)(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97：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98：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99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9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4)條。 
9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條。 
9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條。 
98(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條。 
99(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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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00；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1.8.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8.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101。 

II.1.9.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9.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102：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委

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103。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100(  (同上。 
10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10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10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472 附錄三 (B)   

(頁數 31/93)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104。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105。 

II.4.3.(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4.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06。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107。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108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10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0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10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0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108(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473 附錄三 (B)   

(頁數 32/93)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14109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110(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111(。 

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112： 

                                                      
109(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11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11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11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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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113：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14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15；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11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11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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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116。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117。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118。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119。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120。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21。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122。 

                                                      
11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11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11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1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2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2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2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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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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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工程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當然委員)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當然 15 ✓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

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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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 15  ✓ 以下列明團體： 
1.(香港工程師學會 
2.(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3.(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4.(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5.(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6.(機場管理局 
7.(九廣鐵路公司 
8.(結構工程師註冊事務委員會 
9.(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 
10.(岩土工程師註冊事務委員會 
11.(建造業議會 

                                                      
123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區選民資格、為

指明公職人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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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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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13.(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 
14.(香港特區政府土木工程師協會 
15.(屋宇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16.(香港房屋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17.(房屋署屋宇裝備工程師協會 
18.(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19.(機電工程署專業工程師協會 
20.(建築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21.(政府水務專業人員協會 
22.(香港房屋署土木工程師協會 
23.(香港環境保護主任協會 
24.(艾奕康有限公司 
25.(凱諦思設計及工程有限公司 
26.(奧雅納工程顧問 
27.(阿特金斯顧問有限公司 
28.(邁進基建環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29.(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30.(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 
31.(科進顧問(亞洲)有限公司 
32.(賓尼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3.(黃志明建築工程師有限公司 
34.(區兆堅建築及工程設計顧問有限

公司 
35.(弘達交通顧問有限公司 
36.(澳昱冠(香港)有限公司 
37.(輝固(香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8.(合樂中國有限公司 
39.(澧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0.(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1.(瑞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2.(高達集團國際(香港)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43.(邵賢偉建築工程師有限公司 
44.(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45.(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46.(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47.(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48.(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49.(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50.(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51.(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52.(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 
53.(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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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金城營造有限公司 
55.(保華建築有限公司 
56.(安樂工程有限公司 
57.(其士基建香港有限公司 
58.(新福港(土木)有限公司 
59.( (Build(King(Construction(Limited 
60.(五洋建設株式會社 
61.(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62.(中國地質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63.(中國水利電力對外有限公司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以下工程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人士方有資格擔任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 

II.1.2.( (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124。 

II.1.3. 須注意，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出任這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125。若其出任多於一個非「港

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可選擇出任

其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並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明界別分組指定

一名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人士登記作為當然委員126。 

II.1.4.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127— 

(a)(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政府的政務主任； 

(d)(政府的新聞主任； 

(e)(警務人員；或 

(f)(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5. 若出任「指明職位」的人士為政府的主要官員、指明的公職人員或公務員128，

                                                      
124(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條。 
125(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條。 
12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條。 
127(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條。 
12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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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則須指定另一名在有關團體內任職的人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129：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130：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31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32；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1.8.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8.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133。 

                                                      
12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條。 
130(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條。 
131(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32(  (同上。 
133(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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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9.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9.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134：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135。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136。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137。 

II.4.3.(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4.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38。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13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13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13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3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13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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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139。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140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139( (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140(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

登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

選區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

為某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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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15141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142(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143(。 

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144： 

                                                      
141(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14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14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14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484 附錄三 (B)   

(頁數 43/93)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145：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46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47；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14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14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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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148。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149。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150。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151。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152。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53。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154。 

                                                      
14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14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15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5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5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5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5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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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舉

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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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法律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當然委員) 

指定團體 (提名方式)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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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提名 9 ✓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在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中協商提名

產生) 
選舉 15  ✓ 以下列明團體： 

1.(香港律師會 
2.(香港大律師公會 
3.(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 
4.(中國委托公証人協會有限公司 
5.(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6.(香港中律協 
7.(香港女律師協會有限公司 
8.(香港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有限公

司 
9.(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 
10.(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有限公司 
11.(全球華語律師聯盟有限公司 
12.(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

港仲裁中心 
13.(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

心 
14.(香港海事仲裁協會 
15.(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有限公司 
16.(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17.(香港仲裁師協會 
18.(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 
19.(香港和解中心有限公司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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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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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有限公司 
21.(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法律專業委員

會 
22.(法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23.(基本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4.(亞太法律協會有限公司 
25.(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 
26.(基本法基金會有限公司 
27.(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有限公司 
28.(法律專業協進會有限公司 
29.(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有限

公司 
30.(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以下法律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人士方有資格擔任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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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2.( (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156。 

II.1.3. 須注意，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出任這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157。若其出任多於一個非「港

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可選擇出任

其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若他/她選擇出任這界別的當然委員，他/
她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明界別分組指定一名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人士登

記作為當然委員158。 

II.1.4.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159— 

(a)(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政府的政務主任； 

                                                      
15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條。 
157(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條。 
158(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條。 
159(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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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政府的新聞主任； 

(e)(警務人員；或 

(f)(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5 若出任「指明職位」的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160，他亦不能指定其他人士登記為

此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161：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162：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63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64；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16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條。 
16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條。 
16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條。 
16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6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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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條件。 

II.1.8.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8.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165。 

II.1.9.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9.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166：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167。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168。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169。 

II.4.2.(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16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16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16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16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69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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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70。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171。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擔任由提名產生的委員 

III.1. 如何提名委員？ 

III.1.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詳情。「中國法學會

港區理事協會」(這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須在提名期內向選舉主任提交提名

表格，提名所挑選的若干名人士，作為其在選舉委員會中的提名委員。 

III.1.2.(  法律界共有 9 名由提名產生的委員。若「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提名的人

數超逾 9 名，則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獲優先挑選；如所餘獲提名人超逾 1 名，

則另須將他們按優先次序排列。若沒有示明獲優先挑選的獲提名人，則選舉主

任須以抽籤方式決定該等獲提名人的優先次序。 

III.2.  誰有資格成為獲提名人？ 

III.2.1. 獲提名人除須為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外，尚須符合以下條件172— 

(a)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b) 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2. 須注意，任何人若已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

記為當然委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

委員)或是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的候選人，則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173。 

I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內已被某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則沒有資格在被另一

                                                      
17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7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17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條。 
17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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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174。 

III.3. 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 

I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175：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名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緊接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3.2. 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

格176：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77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78；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4.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4.1. 指定提名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獲提名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

                                                      
17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條。 
17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條。 
17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條。 
177(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

誓者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78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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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179。 

III.5.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5.1. 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提名人的資格。選舉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後，會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表格轉交資審會。 

III.5.2. 資審會須按指定團體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優先次序或選舉主任

以抽籤形式決定的優先次序，決定獲提名人是否獲有效提名，直至該團體獲配

的席位均被填滿為止。 

III.5.3.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的獲提名人(即「獲宣布委員」)。 

III.6.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6.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獲有效提名

的獲提名人納入成為候任委員。 

III.7. 就提名委員提出的上訴 

III.7.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獲宣布委員因以下理由，沒有資格獲宣布和登記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180： 

(a) 該名獲宣布委員並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喪失作為獲提名人的

資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c)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 

(d) 在資審會就該名獲宣布委員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

性的欠妥之處；或 

(e) 在選舉主任進行抽籤程序時，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獲宣布委員宣布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並

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然而，對資審

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181。 

III.7.2.(  有關的上訴須於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 

III.7.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有關獲宣布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無論如何，有

                                                      
17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條。 
18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 條。 
18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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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判定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182。 

III.8.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8.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8.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8.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V.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V.1.     投票人登記 

IV.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V.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183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V.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V.2.  選舉 

IV.2.1.  選任委員數目：15184 

IV.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V.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18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18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184(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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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V.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V.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V.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185(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V.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186(。 

IV.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V.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187：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18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18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18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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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V.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

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188：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89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90；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V.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V.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191。 

IV.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V.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192。 

IV.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V.2.7. 投票日 

IV.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18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18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90(  同上。 
19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19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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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V.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V.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V.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V.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193。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194。 

IV.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195。 

IV.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96。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197。 

IV.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V.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V.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V.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19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9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9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9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9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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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當然委員)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當然 15 ✓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

人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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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 15  ✓ (a)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 章)
第 2(1)條所界定的訂明醫院199； 

(b) 根據《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第
633 章)領有牌照的醫院200；或 

(c) 以下列明團體： 
1.(醫院管理局 
2.(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 
3.(香港醫務委員會 
4.(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5.(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6.(香港護士管理局 
7.(香港助產士管理局 

                                                      
198(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區選民資格、為

指明公職人員)或已藉擔任另一個指明職位登記為當然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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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200( ( (同上。 



 499 附錄三 (B)   

(頁數 58/93)  

 
 

8.(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9.(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10.(脊醫管理局 
11.(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12.(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13.(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14.(醫療輔助隊 
15.(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 
16.(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17.(視光師管理委員會 
18.(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19.(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20.(香港言語治療師公會 
21.(香港聽力學家公會 
22.(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 
23.(香港教育心理學家公會 
24.(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公會 
25.(香港醫學會 
26.(香港牙醫學會有限公司 
27.(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28.(香港護士協會 
29.(香港護理學院 
30.(香港護理專科學院有限公司 
31.(香港女醫生協會有限公司 
32.(香港西醫工會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以下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人士方有資格擔任這界別分組的

當然委員(—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 

II.1.2.( (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201。 

II.1.3. 須注意，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出任這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202。若其出任多於一個非「港

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可選擇出任

其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並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明界別分組指定

                                                      
201(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條。 
202(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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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人士登記作為當然委員203。 

II.1.4.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204— 

(a)(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政府的政務主任； 

(d)(政府的新聞主任； 

(e)(警務人員；或 

(f)(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5. 若出任「指明職位」的人士為政府的主要官員、指明的公職人員或公務員205，

他則須指定另一名在有關團體內任職的人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206：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207： 

                                                      
203(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條。 
204(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條。 
205(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條。 
20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條。 
207(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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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08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09；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1.8.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8.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210。 

II.1.9.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9.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211：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212。然而，對資審會

                                                      
208(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09(  (同上。 
210(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211( (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212( (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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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213。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214。 

II.4.3.(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4.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215。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216。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217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21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1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21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21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217(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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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15218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219(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220(。 

                                                      
218(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可

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選出

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21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22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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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221：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222：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23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24；或 

                                                      
22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22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22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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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225。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226。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227。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228。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229。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22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22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22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2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29(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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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230。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231。 

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23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23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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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當然委員)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當然 15 ✓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

人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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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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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 15  ✓ (a) 受社會福利署恆常津貼資助的社

會福利機構233；或 
(b)( 以下列明團體： 
1.(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3.(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4.(東華三院 

                                                      
232(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區選民資格、

為指明公職人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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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

分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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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良局 
6.(仁濟醫院 
7.(博愛醫院 
8.(仁愛堂有限公司 
9.(九龍樂善堂 
10.(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 
11.(無國界社工有限公司 
12.(香港義工聯盟有限公司 
13.(工聯會康齡服務社 
14.(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15.(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有限

公司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以下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人士方有資格擔任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

員(— 

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 

II.1.2.( (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234。 

II.1.3. 須注意，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出任這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235。若其出任多於一個非「港

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可選擇出任

其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並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明界別分組指定

一名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人士登記作為當然委員236。 

II.1.4.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237— 

(a)(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政府的政務主任； 

(d)(政府的新聞主任； 

(e)(警務人員；或 

                                                      
234(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條。 
235(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條。 
23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條。 
237(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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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5. 若出任「指明職位」的人士為政府的主要官員、指明的公職人員或公務員238，

他則須指定另一名在有關團體內任職的人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239：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240：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1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42；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1.8.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8.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238(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條。 
23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條。 
240(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條。 
241(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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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243。 

II.1.9.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9.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244：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245。然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246。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247。 

II.4.3.(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4.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243(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244( (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245( (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24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4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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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248。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249。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250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 15251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24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249(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250(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251(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512 附錄三 (B)   

(頁數 71/93)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252(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253(。 

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254：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25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25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25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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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255：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56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57；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258。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259。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25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25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57(  同上。 
25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25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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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260。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261。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262。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263。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264。 

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26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6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6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6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26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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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定團體 (提名方式)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提名 15 ✓  由以下團體提名： 

1.(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提名 3 人) 
2.(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

總會有限公司(提名 9 人) 
3.(香港出版總會有限公司(提名 3 人) 

選舉 15  ✓ (a)(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的團體成員265； 
(b)(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c)(符合以下說明的團體266( —— 

(i)( (屬香港出版總會有限公司的

團體成員；及 
(ii)(有權在該公司的大會上表

決；或 
(d)(以下列明團體： 
 
第 1 部——演藝界行業協會及本地持

牌廣播機構 
 
1.(香港影業協會有限公司 
2.(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有限公司 
3.(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進會有限

公司 
4.(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有限公司 
5.(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有限公司 
6.(香港電影商協會有限公司 
7.(香港戲院商會有限公司 
8.(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 
9.(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有限公司 
10.(音樂出版人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11.(香港音像聯盟有限公司 

                                                      
265(  根據經修訂的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有關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

的投票人。 

26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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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13.(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 
14.(奇妙電視有限公司 
15.(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16.(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17.(香港電影發展局 
18.(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有限公司 
19.(香港影視文化協會有限公司 
 
第 2 部——文化界公營機構、協會及

團體 
 
1.(香港藝術發展局 
2.(香港演藝學院 
3.(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4.(香港管弦協會有限公司 
5.(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 
6.(香港話劇團有限公司 
7.(中英劇團有限公司 
8.(香港舞蹈團有限公司 
9.(香港芭蕾舞團有限公司 
10.(香港小交響樂團有限公司 
11.(城市當代舞蹈團有限公司 
12.(進念．二十面體 
13.(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14.(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

總會有限公司 
15.(中國戲劇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16.(中國電影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有

限公司 
17.(中國音樂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18.(中國美術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19.(中國曲藝家協會香港會員聯誼會 
20.(中國舞蹈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21.(中國攝影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22.(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23.(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香港會員分

會 
24.(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25.(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 
26.(香港八和會館 
27.(香港戲曲促進會有限公司 
28.(香港粵樂曲藝總會有限公司 
29.(香港粵劇曲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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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香港粵劇演員會有限公司 
31.(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有限公司 
32.(香港戲劇協會 
33.(演戲家族有限公司 
34.(糊塗戲班有限公司 
35.(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有限公司 
36.(香港小莎翁有限公司 
37.(春天實驗劇團有限公司 
38.(焦媛實驗劇團有限公司 
39.(亞洲演藝硏究有限公司 
40.(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有限公

司 
41.(香港作曲家聯會有限公司 
42.(香港中樂協會 
43.(香港合唱團協會 
44.(香港音樂導師同盟 
45.(香港歌劇協會有限公司 
46.(香港弦樂團有限公司 
47.(寰宇交響樂團有限公司 
48.(香港兒童合唱團 
49.(葉氏兒童合唱團有限公司 
50.(明儀合唱團 
51.(香港城市中樂團 
52.(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53.(香港舞蹈聯會 
54.(香港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55.(香港芭蕾舞學會 
56.(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 
57.(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 
58.(錢秀蓮舞蹈團有限公司 
59.(蓓蕾舞蹈社 
60.(星榆舞蹈團 
61.(香港美協 
62.(中國畫學會香港 
63.(香港水彩畫研究會 
64.(香港蘭亭學會 
65.(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 
66.(香港美術研究會 
67.(香港現代水墨畫會有限公司 
68.(香港油畫研究會 
69.(香港畫家聯會 
70.(香港美術會 
71.(春風畫會 
72.(今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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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嶺藝會 
74.(香港版畫協會 
75.(中國書協香港分會 
76.(香港書藝會 
77.(中國香港書法學會 
78.(香港福建書畫研究會 
79.(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 
80.(香港書法家協會 
81.(香港國際書法篆刻學會 
82.(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83.(石齋之友 
84.(甲子書學會 
85.(香港攝影學會 
86.(香港中華攝影學會 
87.(海鷗攝影會有限公司 
88.(沙龍影友協會 
89.(恩典攝影學會 
90.(香港大眾攝影會有限公司 
91.(影聯攝影學會有限公司 
92.(世界華人攝影學會有限公司 
93.(香港 35 攝影硏究會有限公司 
94.(香港小型機攝影會 
95.(香港創藝攝影學會有限公司 
96.(中國(香港)華僑攝影學會 
97.(攝影藝術協會有限公司 
98.(香港作家聯會 
99.(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 
100.(香港作家協會有限公司 
101.(香港詩書聯學會 
102.(香港文學促進協會 
103.(國際華文詩人協會 
104.(香港魔術家協會 
105.(港澳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研究

會有限公司 
106.(永隆民間藝術 
107.(香港書評家協會 
108.(香港影評人協會有限公司 
109.(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有限公司 
110.(中華教育產業聯盟有限公司 
111.(香港國際音樂節有限公司 
112.(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 
113.(香港粵劇商會有限公司 
114.(京崑劇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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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提名產生的委員 

II.1.     如何提名委員？ 

II.1.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詳情。「中國香港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有限公司」

及「香港出版總會有限公司」(這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須在提名期內按指定名

額向選舉主任呈交指定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選的若干名人士，作為其在選舉委

員會中的提名委員。 

II.1.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產生的委員。若指定團體提名的

人數超逾指定名額，則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獲優先挑選；如所餘獲提名人超逾

1 名，則另須將他們按優先次序排列。若沒有示明獲優先挑選的獲提名人，則

選舉主任須以抽籤方式決定該等獲提名人的優先次序。 

II.2.  誰有資格成為獲提名人？ 

II.2.1. 獲提名人須符合以下條件267— 

(a)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b) 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2.2. 須注意，任何人若已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

記為當然委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

委員)或是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的候選人，則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268。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內已被某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則沒有資格在被另一

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269。 

II.3.     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270：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名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緊接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26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條。 
26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條。 
26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條。 
27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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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3.2. 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

格271：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72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73；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4.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獲提名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274。 

II.5.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提名人的資格。選舉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後，會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表格轉交資審會。 

II.5.2. 資審會須按指定團體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優先次序或選舉主任

以抽籤形式決定的優先次序，決定獲提名人是否獲有效提名，直至該團體獲配

的席位均被填滿為止。 

II.5.3.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的獲提名人(即「獲宣布委員」)。 

II.6.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6.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獲有效提名

的獲提名人納入成為候任委員。 

                                                      
27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條。 
272(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

 者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73 (  同上。 
27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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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7.     就提名委員提出的上訴 

II.7.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獲宣布委員因以下理由，沒有資格獲宣布和登記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275： 

(a) 該名獲宣布委員並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喪失作為獲提名人的

資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c)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 

(d) 在資審會就該名獲宣布委員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

性的欠妥之處；或 

(e) 在選舉主任進行抽籤程序時，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獲宣布委員宣布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並

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然而，對資審

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276。 

II.7.2.(  有關的上訴須於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 

II.7.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有關獲宣布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無論如何，有

關的判定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277。 

II.8.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8.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8.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8.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27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 條。 
27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7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522 附錄三 (B)   

(頁數 81/93)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278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 15279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280(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278(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279(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28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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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281(。 

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282：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283：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84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28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28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28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28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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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85；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286。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287。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288。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285( (  同上。 
28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28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28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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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出上訴289。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290。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291。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292。 

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28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29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9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29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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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二界別——專業界 

 
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定團體 (提名方式) 

指明實體 (選舉方式) 個人 團體 
30 提名 15 ✓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在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香港院

士中協商提名產生) 
選舉 15  ✓ 以下列明團體： 

 
第 1 部——國家級科研平台 
1.(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大學) 
2.(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
港大學) 

3.(轉化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

中文大學) 
4.(太赫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城市大學) 
5.(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
港中文大學) 

6.(超精密加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理工大學) 
7.(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
港科技大學) 

8.(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城

市大學) 
9.(藥用植物應用研究國家重點實驗

室(香港中文大學) 
10.(肝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

學) 
11.(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

學) 
12.(化學生物學及藥物研發國家重點

實驗室(香港理工大學) 
13.(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浸會大學) 
14.(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

港大學) 
15.(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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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文大學) 
16.(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

實驗室(香港科技大學) 
17.(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18.(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

港分中心 
19.(國家軌道交通電氣化與自動化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0.(國家貴金屬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 
21.(國家人體組織功能重建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2.(國家重金屬污染防治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3.(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有限

公司 
24.(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再生

醫學與健康創新中心有限公司 
25.(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工

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有限公司 
 
第 2 部——與創新科技發展密切相關

的公營機構 
1.(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2.(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有限公司 
3.(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有限公

司 
4.(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 
5.(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6.(香港科技園公司 
7.(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8.(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9.(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10.(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 
11.(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第 3 部——參與政府科創發展諮詢的

學術組織和專業團體 
 
1.(香港科學院 
2.(香港工程科學院 
3.(香港青年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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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學者協會 
5.(互聯網專業協會有限公司 
6.(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有限公司 
7.(香港電腦學會 
8.(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有限公司 
9.(香港通訊業聯會有限公司 
10.(香港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學會有限

公司 
11.(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12.(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有限公司 
13.(香港數據中心協會有限公司 
14.(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

有限公司 
15.(智慧城市聯盟有限公司 
16.(香港電商協會有限公司 
17.(香港電競總會有限公司 
18.(香港電子業商會有限公司 

 

II.   擔任由提名產生的委員 

II.1.     如何提名委員？ 

II.1.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詳情。「粵港澳大灣

區院士聯盟」(這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須在提名期內向選舉主任呈交指定提

名表格，提名所挑選的若干名人士，作為其在選舉委員會中的提名委員。 

II.1.2.(  科技創新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產生的委員。若「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提名

的人數超逾 15 名，則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獲優先挑選；如所餘獲提名人超逾

1 名，則另須將他們按優先次序排列。若沒有示明獲優先挑選的獲提名人，則

選舉主任須以抽籤方式決定該等獲提名人的優先次序。 

II.2.  誰有資格成為獲提名人？ 

II.2.1. 獲提名人除須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外，尚須符合以下條件
293— 

(a)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b) 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2.2. 須注意，任何人若已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

記為當然委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

委員)或是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的候選人，則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294。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內已被某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則沒有資格在被另一

                                                      
29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條。 
29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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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295。 

II.3.     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格296：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名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緊接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3.2. 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獲提名人的資

格297：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98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99；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4.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獲提名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

                                                      
29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條。 
29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條。 
29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條。 
298(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

 者會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99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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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300。 

II.5.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提名人的資格。選舉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後，會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表格轉交資審會。 

II.5.2. 資審會須按指定團體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優先次序或選舉主任

以抽籤形式決定的優先次序，決定獲提名人是否獲有效提名，直至該團體獲配

的席位均被填滿為止。 

II.5.3.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的獲提名人(即「獲宣布委員」)。 

II.6.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6.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獲有效提名

的獲提名人納入成為候任委員。 

II.7.     就提名委員提出的上訴 

II.7.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獲宣布委員因以下理由，沒有資格獲宣布和登記為選舉委

員會委員301： 

(a) 該名獲宣布委員並沒有資格被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喪失作為獲提名人的

資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c)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 

(d) 在資審會就該名獲宣布委員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

性的欠妥之處；或 

(e) 在選舉主任進行抽籤程序時，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獲宣布委員宣布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並

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然而，對資審

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302。 

II.7.2.(  有關的上訴須於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 

II.7.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有關獲宣布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無論如何，有

                                                      
30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條。 
30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 條。 
30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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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判定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 天內作出303。 

II.8.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8.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8.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8.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I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I.1. 投票人登記 

III.1.1. 此界別分組由團體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304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I.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條，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須委任一名合資格的人作為其獲授權代表，以在界別分組選

舉中代表該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選舉 

III.2.1.  選任委員數目：15305 

I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30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304(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305(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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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如投票人屬團體投票人，提名須由該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作

出。 

I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306( —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307(。 

I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I.2.4.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308：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306(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30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30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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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I.2.4.2.(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

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309：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310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311；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312。 

I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313。 

I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 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30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31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311(  同上。 
31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31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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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314。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得提出上訴315。 

I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 日內送抵審裁官316。 

I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317。無論如

何，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 天內作出318。 

I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發表。 

 

 

                                                      
31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31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31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31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31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3)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