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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頁數  1/6)  

二零一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名單 

 
(I) 選舉主任 

 

界別分組名稱 姓名 職位
註 1 

會計界 李秀鳳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5 

漁農界 馮浩然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食物)3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姜梁詠怡女士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 

飲食界 黃淑嫻女士
註 2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食物)2 

中醫界 張誼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衞生)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陳帥夫先生, JP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1) 

商界 (第一) 楊陳惠敏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1 

商界 (第二) 

教育界 何麗嫦女士 教育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 

香港僱主聯合會 陳圳德先生 勞工處 
勞工處助理處長(政策支援) 

工程界 黃海韻女士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1 

金融界 李秀鳳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5 

金融服務界 關恩慈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1 

衞生服務界 章景星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衞生)1 

鄉議局 陳帥夫先生, JP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1) 

高等教育界 黃珮玟女士(至 09/10/2011) 
劉家麒先生(由 10/10/2011 開
始)註 3 

教育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高等教育) 

註 1 任命是按照職位而非個人而作出的。  
註 2 黃淑嫻女士同時被委任為總選舉主任，於投票日協助監督中央點票站的運作。  
註 3 由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開始，劉家麒先生接替黃珮玟女士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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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6)  

(I) 選舉主任 (續) 
 

界別分組名稱 姓名 職位 

港九各區議會 傅霞敏女士, JP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3)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歐慧心女士 工業貿易署 
助理署長(內地部) 

酒店界 陳慧欣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1 

進出口界 張淑婷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4 

工業界 (第一) 蘇碧珊女士 工業貿易署 
助理署長(工商業支援部) 

工業界 (第二) 

資訊科技界 鄭健先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電子政府服務) 

保險界 關恩慈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1 

勞工界 陳圳德先生 勞工處 
勞工處助理處長(政策支援) 

法律界 羅翠薇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品行紀律) 

醫學界 李頌恩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衞生)2 

新界各區議會 傅霞敏女士, JP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3) 

地產及建造界 姜梁詠怡女士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 

宗教界 謝詠誼女士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公民事務)3 

社會福利界 郭偉勳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扶貧)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羅莘桉先生(至 06/11/2011) 
麥子濘女士(由 07/11/2011 開
始)註 4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文化)1 

紡織及製衣界 歐慧心女士 工業貿易署 
助理署長(內地部) 

註 4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開始，麥子濘女士接替羅莘桉先生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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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任 (續) 
 

界別分組名稱 姓名 職位 

旅遊界 陳慧欣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1 

航運交通界 陳婉嫻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運輸)8 

批發及零售界 張淑婷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4 

 
 
(II) 助理選舉主任 

 

界別分組名稱 姓名 職位 

會計界 楊蕙心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4)2 

漁農界 陳國權博士 食物及衞生局 
助理秘書長(食物)特別職務 2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杜奕霆先生 發展局 
助理秘書長(屋宇)2 

飲食界 何鎧均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 
助理秘書長(食物)4 

中醫界 甄美玲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 
助理秘書長(衛生)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吳家進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高級政務主任(1) 

商界 (第一) 王婉蓉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助理秘書長(工商)5A 

商界 (第二) 

教育界 盧巧慧女士 教育局 
助理秘書長(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3 

香港僱主聯合會 林展翹女士 勞工處 
高級政務主任(政策支援) 

工程界 方學誠先生 發展局 
技術秘書 

金融界 楊蕙心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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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4/6)  

(II) 助理選舉主任 (續) 
 

界別分組名稱 姓名 職位 

金融服務界 林詩農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特別職務 1 

衞生服務界 陳寧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 
助理秘書長(衞生)1 

鄉議局 吳家進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高級政務主任(1) 

高等教育界 陳尚文先生 教育局 
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1 

港九各區議會 黃文忠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政務主任(3)1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張鎮宇先生(至 12/12/2011) 
王嘉文女士(由 13/12/2011)開
始

註 5 

工業貿易署 
首席貿易主任(多邊貿易部)8(歐洲部) 

酒店界 梁紫盈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高級政務主任(旅遊)1 

進出口界 黃佩心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助理秘書長(工商)1A 

工業界 (第一) 廖安琪女士 工業貿易署 
首席貿易主任(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及發展
組) 工業界 (第二) 

資訊科技界 梁子琪先生(至 23/10/2011) 
盧永康先生(由 24/10/2011 開
始)註 6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高級政務主任(電子政府服務)8 

保險界 林詩農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特別職務 1 

勞工界 林展翹女士 勞工處 
高級政務主任(政策支援) 

法律界 衛懿欣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助理秘書長(人力) 

醫學界 冼志武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 
總行政主任(衞生)1 

新界各區議會 黃文忠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政務主任(3)1 

地產及建造界 杜奕霆先生 發展局 
助理秘書長(屋宇)2 

宗教界 羅鶴鳴先生 民政事務局 
助理秘書長(3)2 

註 5 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王嘉文女士接替張鎭宇先生的職位。  
註 6 由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開始，盧永康先生接替梁子琪先生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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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頁數  5/6)  

(II) 助理選舉主任 (續) 
 

界別分組名稱 姓名 職位 

社會福利界 梁敏珊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 
助理秘書長(康復)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蔡宛珊女士 民政事務局 
助理秘書長(康樂及體育)2 

紡織及製衣界 張鎮宇先生(至 12/12/2011) 
王嘉文女士(由 13/12/2011)開
始

註 5 

工業貿易署 
首席貿易主任(多邊貿易部)8(歐洲部) 

旅遊界 梁紫盈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高級政務主任(旅遊)1 

航運交通界 李芷彤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助理秘書長(運輸)8B 

批發及零售界 黃佩心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助理秘書長(工商)1A 

 
(III) 助理選舉主任 (法律) 

 

(A) 界別分組／小組名稱 姓名 職位 

會計界 張兆楠先生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孫衛忠先生 律政司 
副首席政府律師 

飲食界 陳怡彤女士 律政司 
政府律師 

中醫界 潘區淑英女士 法律援助署 
高級法律援助律師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談文錦先生 土地註冊處 
高級律師 

商界 (第一) 曹喬茵女士 律政司 
政府律師 

教育界 張家威先生 律政司 
政府律師 

工程界 伍淑娟女士 律政司 
高級檢控官 

金融服務界 黃惠沖先生 律政司 
首席政府律師 

註 5 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王嘉文女士接替張鎭宇先生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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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頁數  6/6)  

(III) 助理選舉主任 (法律) (續) 
 

(A) 界別分組／小組名稱 姓名 職位 

衞生服務界 陸惠雅女士 律政司 
政府律師 

鄉議局 毛錫強先生 律政司 
首席政府律師 

高等教育界 翁建松博士 律政司 
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港九各區議會 孫思益先生 律政司 
政府律師 

酒店界 潘漢英女士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資訊科技界 黃敏妮女士 律政司 
政府律師 

保險界 黃惠儀女士 土地註冊處 
律師 

勞工界 郭嘉瑩女士 律政司 
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法律界 盧慶祥先生 律政司 
副首席政府律師 

醫學界 江祖胤先生 律政司 
政府律師 

新界各區議會 譚耀豪先生 律政司 
署理首席政府律師 

社會福利界 陳立恩先生 律政司 
高級檢控官 

旅遊界 李婉兒女士 土地註冊處 
副首席律師 

航運交通界 潘詠珊女士 律政司 
政府律師 

批發及零售界 蕭穎思女士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B) 法律意見小組 姓名 職位 

鄭佩蘭女士 律政司 
首席政府律師 

鄭大雅女士 律政司 
署理副首席政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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