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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漁農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實體 

個人 團體 
60 選舉 60  ✓ (a) 以下各個團體的團體成員1 —— 

(i)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

責任聯合總社 
(ii) 港九新界養豬合作社有限

責任聯合總社 
(iii) 香港漁民聯會 
(iv) 香港水產養殖業總會 
(v) 筲箕灣區漁民合作社有限

責任聯社 
(vi) 新界大埔區漁民合作社有

限責任聯合總社 
(vii) 西貢區漁民合作社有限責

任聯社 
(viii) 南區漁民合作社有限責任

聯社 
(ix)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x) 香港農業聯合會 

 
(b) 以下列明團體： 
1.  香港仔漁民聯誼會 
2.  鴨脷洲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作社 
3.  青山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作社 
4.  青山機動拖船漁民信用無限責任

合作社 
5.  長洲漁業聯合會 
6.  長洲漁民福利協進會 
7.  粉嶺軍地村農民水利有限責任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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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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 

8.  離島區漁農副業協會 
9.  蒲台島漁民協會 
10. 漁業發展聯會(香港)有限公司 
11. 香港水上居民聯誼總會 
12. 農牧協進會 
13. 坑口農牧業協會 
14. 港九漁民聯誼會有限公司 
15. 港九水上漁民福利促進會 
16. 香港漁民漁業發展協會 
17. 香港漁民互助社 
18. 香港機動漁船船東協進會有限公

司 
19. 香港花卉業總會 
20. 香港農牧職工會 
21. 香港釣網漁民互助會 
22. 香港禽畜業聯會 
23. 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 
24. 香港新界養鴨鵝同業互助會 
25. 香港釣網養殖漁民聯會 
26. 香港漁民近岸作業協會 
27. 藍地農業貸款有限責任合作社 
28. 南丫島蘆荻灣水產養殖業協會 
29. 新界流浮山蠔業總會 
30. 馬灣漁業權益協會有限公司 
31. 梅窩農業產銷貸款有限責任合作

社 
32. 梅窩漁民聯誼會 
33. 新界蠔業水產聯合會 
34. 新界養雞同業會有限公司 
35. 新界漁民聯誼會有限公司 
36. 新界花農聯誼會有限公司 
37. 北區花卉協會 
38. 離島區養魚業協進會(長洲) 
39. 坪洲漁民協會有限公司 
40. 優質肉雞發展促進會 
41. 西貢北約深灣養魚協進會 

42. 西貢布袋澳養魚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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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西貢大頭洲養魚業協會 
44. 西貢大湖角漁民協會 
45. 沙頭角區養魚業協會 
46. 沙頭角小釣及刺網艇漁民信用無

限責任合作社 
47. 山唐蔬菜產銷有限責任合作社 
48. 沙田亞公角漁民福利會 
49. 沙田花卉業聯會 
50. 筲箕灣深海捕撈漁民信用無限責

任合作社 
51. 筲箕灣漁民聯誼會 
52. 筲箕灣雙拖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

作社 
53. 筲箕灣拖船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

作社 
54. 大澳漁民近岸作業協會 
55. 大澳沙仔面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

作社 
56. 大埔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作社 
57. 大埔花卉園藝協會 
58. 大埔罟仔小釣漁民信用無限責任

合作社 
59. 荃灣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作社 
60. 屯門機動漁船漁民信用無限責任

合作社 
61. 屯門農牧同業促進會 
62. 東龍洲海魚養殖業協會 
63. 世界家禽學會香港分會 
64. 元朗農業生產促進會 
65. 榕樹凹養魚業協會 
66. 青衣居民聯會 
67. 荃灣葵青居民聯會(漁民組) 
68. 荃灣葵青漁民會 
69. 筲箕灣單拖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

作社 
70. 香港有機生活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71. 新界北區漁民協會 
72. 大埔漁民近岸作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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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香港仔漁民婦女會 
74. 香港新界本地農協會 
75.  The Hong Kong Veterinary 

Association Limited 
 

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1. 投票人登記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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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2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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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1.  選任委員數目： 603 

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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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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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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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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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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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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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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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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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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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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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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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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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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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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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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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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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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7. 投票日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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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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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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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同上。 
1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1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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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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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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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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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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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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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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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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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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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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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1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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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同鄉社團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實體 

個人 團體 
60 選舉 60  ✓ (a)  以下列明團體： 

1.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2.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有限公司 

3.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4.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5.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有限公

司 

6.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7.  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有限公司 

8.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9.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10.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11. 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有限公

司 

12.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13. 香港四川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14. 香港天津聯誼會有限公司 

15. 香港重慶總會有限公司 

16. 香港甘肅聯誼有限公司 

17. 香港陝西聯誼會有限公司 

18. 香港河北聯誼會有限公司 

19. 香港安徽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20. 香港山西商會有限公司 

21. 香港寧夏社團聯會有限公司 

22. 雲南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23. 香港貴州聯誼會 

24. 青海港澳聯誼會有限公司 

 

(b) 上述列明團體認定的縣級或縣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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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鄉社團17 

 

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1. 投票人登記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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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18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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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1.  選任委員數目： 6019 

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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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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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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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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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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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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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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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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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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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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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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2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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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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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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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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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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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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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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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7. 投票日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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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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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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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同上。 
2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2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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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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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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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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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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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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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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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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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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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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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2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3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3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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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基層社團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實體 

個人 團體 
60 選舉 60  ✓ (a)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b) 九龍社團聯會； 

(c) 新界社團聯會；或 

(d) 屬任何在(a)、(b)或(c)段所述的聯

合會或聯會的團體成員33及有權

在該聯合會或聯會的大會上表決
34 

 

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1.  投票人登記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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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35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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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條，其中規定： 

(1) 凡提述有權在某團體的大會／指明單位表決，即提述按該團體的章程的規定有權在該大會／單

位表決； 
(2) 如有以下情況，則某團體(首述團體)亦視為有權在另一團體的指明單位表決—— 

(i)  有權在該單位表決的某自然人，以書面方式向選舉登記主任指明自己在該單位中代表首述團

體；及 
(ii) 該人與首述團體有密切聯繫。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團體的指明單位指明多於 1 個團體，則當中只有最後一個如此指明的團體

會視為有權在該單位表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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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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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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1.  選任委員數目： 6036 

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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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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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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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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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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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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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3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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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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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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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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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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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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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4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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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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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條件。 

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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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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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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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7. 投票日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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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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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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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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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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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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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4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4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4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4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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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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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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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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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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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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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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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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勞工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實體 

個人 團體 
60 選舉 60  ✓ 根據《職工會條例》(第 332 章)登記，

而其所有有表決權的會員均屬僱員的

職工會50 
 

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1.  投票人登記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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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2. 合資格的團體投票人51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遞交。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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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1.  選任委員數目： 605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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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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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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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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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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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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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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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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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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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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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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條。 
5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條。 
5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556 附錄三 (C)   

(頁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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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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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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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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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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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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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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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條。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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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同上。 
5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條。 
6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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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II.2.7. 投票日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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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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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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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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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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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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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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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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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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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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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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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6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6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3 條。 
6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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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宗教界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定團體 

個人 團體 
60 提名 60  ✓ 由以下團體各提名 10 人： 

1. 天主教香港教區 
2. 中華回教博愛社 
3.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4. 香港道教聯合會 
5. 孔教學院 
6. 香港佛教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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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列的團

體(這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各可提名 10 人，並在提名期內向選舉主任提交提

名表格，作為其在選舉委員會中的提名委員。 

II.1.2.  若提名的人數超逾各團體可提名的名額，則應示明哪些獲提名人獲優先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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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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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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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條。 
6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條。 
6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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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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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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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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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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條。 
7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條。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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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同上。 
7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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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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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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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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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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