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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選舉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選舉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選舉二零零七年村代表選舉 
在無競逐的居民代表選舉中妥為選出的候選人名單在無競逐的居民代表選舉中妥為選出的候選人名單在無競逐的居民代表選舉中妥為選出的候選人名單在無競逐的居民代表選舉中妥為選出的候選人名單 

 
(依據 2006 年 12 月 20 日憲報號外第 185 至 211 號公告、 

2007 年 1 月 19 日憲報第 485 號公告及 2007 年 1 月 26 日憲報第 661 號公告)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大坪村  黃敬芝  

  大園  周永忠  

  大灣新村  陳偉倫  

  大灣舊村  陳錦鵬  

南丫島北段  北角新村  周將有  

  北角舊村  陳國健  

  沙埔  馬清華  

  高塱  劉志遠  

  榕樹塱  黃敬全  

  橫塱  周國光  

  蘆荻灣  吳創業  

南丫島南段  模達  陳錦華  

  大地塘  王就福  

  大蠔  何天送  

梅窩  白芒  郭樹容  

  白銀鄉  黃偉傑  

坪洲   稔樹灣  黃少岳  

  水口  陳業陵  

  貝澳老圍  張樹芳  

  貝澳新圍  何威業  

大嶼山南區  貝澳羅屋村  羅玉棠  

  長沙下村  邱維新  

  咸田  張玉華(LION)  

  拾浪  周貴騰  

  塘福  鄧觀生  

  下山  陳帶金  

  大澳太平街(一)  蘇明  

  大澳太平街(二)  黃志賢  

  大澳永安街(一)  張火有  

  大澳永安街(二)  劉焯榮  

大澳  大澳街巿街  龔偉興  

  石仔(東)  張水勝  

  吉慶後街  黃志泉  

  吉慶街  郭金英  

  沙螺灣  文偉昌  

  昂坪  釋智慧  

  南塘新村  潘錦傳  

  深石  黃祖光  

  頭  謝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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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續續續續)     
  下嶺皮  林婉萍  

  上嶺皮  鄭志賢  

  石門甲  汪雪平  

  石榴埔  羅國森  

東涌  地塘仔  釋衍讓  

  低埔  黃福(樹生)  

  馬灣及黃泥屋  樊志平  

  馬灣涌  梁建新  

  黃家圍及龍井頭  黃少榮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大王下村  鄧育財  

  老屋村  鄧光榮  

  青衣漁民及聖保祿村  黎官福  

  涌美村  陳偉雄  

青衣  新屋村  陳天球  

     藍田村  鄧定安  

     鹽田角村  陳兆平  

  九華徑  曾振煇  

荃灣  九華徑新村(又名九華新村)  李漢臣  

  下葵涌  丘玉成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小坑新村  曾克霖  

  丹竹坑  羅貴才  

  孔嶺  葉水生  

  和合石  黃永祥  

  虎地排  李貴雲  

粉嶺區  流水  李秀  

  軍地  梁秋  

  祠堂村  林俊華  

  馬尾下  鄧戊生  

  馬料水新村  温學文  

  高莆  李廣新  

  崇謙堂(西)  彭華英  

  崇謙堂(東)  歐陽鳳珍  

  塘坑(下)  劉水清  

  塘坑(上)  丘偉南  

  新屋仔  黃滿輝  

  新塘莆  楊漢東  

  嶺仔  蔡潤穩  

  嶺皮村  陳貴興  

  嶺咀  陳貴  

  簡頭村  吳馬洪  

  鶴藪圍  鄧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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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續續續續)     
  下禾坑  陳惠嫺  

  上禾坑  李美賢  

  大朗  李進福  

  大塘湖  鄧水秤  

  木棉頭及蕉坑  李觀福  

  凹下  蕭華  

  石涌凹  陳顯宗  

  石橋頭  李換和  

  吉澳  郭惠芳  

  西流江  鄧觀華  

  沙頭角墟(西下)  陳建連  

沙頭角區  沙頭角墟(西上)  徐勞來  

  沙頭角墟(東)  李來勝(李勝)  

  水坑  温添發  

  南涌  鄭官儒  

  烏石角  黃亞春  

  崗下  鄧玉煌  

  麻雀嶺下  李如意  

  麻雀嶺上  丘秤福  

  新村  丘天仁  

  萬屋邊  鍾佛興  

  蓮麻坑  葉漢雄  

  鹽灶下及膊頭下  黃國忠  

  大頭嶺  簡金樂  

  松柏朗  簡拾仁  

  料壆  馮興疇  

  馬草(北)  林焯祺  

上水區  馬草(南)  黃煥全  

  華山村  廖潔昌  

  蓮塘尾  宋國棟  

  營盤  林志強  

  雞嶺  張貴興  

  上山雞乙  林慶棠  

  瓦  江耀偉  

  竹園  姚煌粦  

  李屋  李怡妹(李怡興)  

  坪洋  陳月明  

打鼓嶺區  坪輋  萬金明  

  香園圍  萬新財  

  週田村  杜錦貴  

  新屋嶺  張天送  

  簡頭圍  黃笑珍  

  羅湖  梁源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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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下洋  劉錦棠  

  上洋  劉啟康  

  大坑口  梁文輝  

  大埔仔  温超文  

  大環頭  劉帝明  

  井欄樹  丘天保  

  水邊  張雪有  

坑口  田下灣  李粵閩  

  坑口  練子強  

  孟公屋  洪馬坤  

  馬游塘  曾天送  

  將軍澳  吳錫興  

  魷魚灣  鍾順龍  

  檳榔灣  劉運洪  

  大街(西)  劉國華  

  大街(東)  李觀娣  

  大腦  曾錦明  

  大環  王恩惠(王廷)  

  大藍湖  孔水榮  

  山寮  王養  

  北圍  劉方良  

  北港  駱有球  

  北港  劉偉權  

  北潭涌  廖秀芳  

  市場街  何榮光  

西貢  正街(西)  陳馬帶  

  正街(東)  賴運才  

  白沙灣  石是明  

  石坑  邵金源  

  早禾坑  鄭錦添  

  西貢道(北)  駱水生  

  西貢道(南)  李天福  

  西灣  黎坤  

  沙下  劉衛明  

  沙角尾  韋淑賢  

  沙咀新村  羅耀和  

  南山  何少安  

  界咸  謝壽如  

  茅坪新村  劉玉光  

  海傍街  李金娣  

  斬竹灣  李志雄  

  莫遮輋  朱克強  

  普通道(西)  李福康  

  普通道(東)  劉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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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續續續續)    
  黃竹山新村  鍾觀生  

  滘西新村  張水養  

  徑篤  張偉良  

西貢  對面海  方意德  

  窩美  彭仕恩  

  德隆前街  溫良  

  德隆後街  練國飛  

  壁屋  羅錦波  

  蕉坑  陳光華  

  龍尾  江世和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九肚  羅馬福  

  十二笏  曾生  

沙田  下禾輋  黃裕財  

  下徑口  羅保容  

  上徑口  韋國耀  

  大水坑  張世煇  

  大南寮  劉民生  

  大圍  陳啟庸  

  小瀝源  楊民生  

  山下圍  曾炳坤  

  火炭  董惠明  

  牛皮沙  廖國球  

  王屋  王堅  

  田心  何錦祥  

  石古壟及南山  許己生  

  多石  曾照福  

  灰下及謝屋  謝良興  

  作壆坑  李德華  

  沙田圍  劉德祥  

  赤坭坪  丘維  

  亞公角漁民新村  蘇羅  

  拔子窩  劉建澤  

  茅笪  鄭己棠  

  茂草岩  鄭才  

  烏溪沙及長徑  廖耀雄  

  馬料  劉安  

  排頭  邱建民  

  插桅杆  詹貴興  

  渡頭灣  方志偉  

  黃竹洋  戴觀興  

  黃泥頭、大輋及花心坑  鄭來福  

  新田  劉志強  

  落路下  盧石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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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續續續續)    
  隔田  曾坤逹  

沙田  銅鑼灣  丘恭榮  

  顯田  楊國明  

  觀音山及崗背  王金水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大洞  陳伯強  

  井頭  梁正金  

  瓦頭村  駱觀雄  

  田寮  劉世忠  

西貢北約  企嶺下老圍  馮康榮  

  西徑  駱月群  

  西澳  李秀祺  

  官坑  黃金容  

  馬牯纜  李戊發  

  塔門  黃觀保  

  塔門漁民村  何丁發  

  輋下  李馬田  

  榕樹澳  成有生  

  樟木頭  廖歡真  

  九龍坑  李觀勝  

  三門仔  石廣燕  

  下坑  李明生  

  下黃宜坳  陳長有(陳伯有)  

  下碗  馬亞貴  

  大芒輋  黃雄文  

  大埔尾  李煌勝  

  大埔頭  鄧銘泰  

  大埔頭水圍  鄧錦華  

大埔  大窩  王柏茂  

  元嶺葉屋  黃瑞生  

  半山洲  陳閏來  

  田寮下  鍾志強  

  白牛石下村  梁容發  

  白牛石上村  梁子真  

  石鼓壟  陳仕良  

  坑下莆  林春祥  

  坪朗  鍾偉基  

  泮涌新村  周官球  

  南華莆  林貴才  

  馬窩村  張天秀  

  張屋地  伍瑞濃  

  梅樹坑  劉惠民  

  船灣李屋  李國良  

  船灣陳屋  陳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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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續續續續)    
  船灣圍下  李蓮興  

  船灣詹屋  詹官福  

  魚角  徐海秋  

  圍頭村  黃巧明  

  黃魚灘  張運粦  

  塘上村  鍾錦崇  

  新村(林村)  鍾官華  

  新屋家  黃國文  

大埔  新圍仔  張志強  

  新塘  温觀明  

  樟樹灘  温文傑  

  蓮澳李屋  李偉基  

  龍丫排  温偉勲  

  龍尾  陳紹華  

  頭角  宋國強  

  營盤下竹坑  馬天爵  

  聯益漁村  方帶福  

  鍾屋村  鍾志明  

  蘆慈田  梁福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馬灣  田寮  陳美勝  

  二陂圳  劉錦泉  

  三棟屋  陳善邦  

  下花山  李玉成  

  上葵涌  曾丁發(慶燊)  

  川龍  王玉玲  

  木棉下  何遠雄  

荃灣  古坑  曾憲超  

  汀九  曾國光  

  白田壩  何水生  

  石圍角  鄧中皓  

  石碧新村  池惠康  

  老圍  張健聰  

  西樓角  朱振紹  

  河背  何民範  

  油柑頭  楊梓林  

  青龍頭  鍾聯順  

  咸田  陳永如(陳永譽)  

  海壩(和宜合道及國瑞道)  傅錦年  

  海壩(南台)  陳永平  

  海壩(象鼻山路)  張國柱  

  荃灣三村  何義輝  

  馬閃排  陳世信  

  排棉角  江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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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續續續續)    
  圓墩  曾偉明  

荃灣  新村  孫寶華  

  楊屋  楊錦河  

  關門口  邱繼祖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小坑村  謝貴歡  

  小欖  劉金有  

  井頭村(上)  李維苑  

  屯子圍  陶天賜  

  屯門新村  黃惠弟  

  良田村  何多明  

  和平新村  李貴華  

  泥圍  陶學連  

  河田村  曾福華  

  虎地村  陳月明  

  青磚圍  陶煥林  

  桃園圍  李祖貽  

  掃管笏  程木仁  

屯門  紫田村  鄧啟芳  

  順風圍  劉適時  

  新圍仔  古漢強  

  新慶村  黃楚文  

  楊小坑  陳慧儀  

  稔灣  鄭孝強  

  福亨村(下)  馮友維  

  福亨村(上)  曾展雄  

  龍鼓灘  劉志誠  

  鍾屋村  鍾建華  

  藍地  麥錦華  

  寶塘下  蘇偉倫  

  礦山村  何林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李屋村  李焯穩  

  沙洲里(一)  林有喜  

  東頭村  鄧福林  

廈村  巷尾村  鄧照庭  

  新生村  鄧貴雄  

  新圍  鄧港中  

  錫降圍  鄧志華  

  羅屋村  鄧植傑  

  水尾村  鄧卓然  

  吉慶圍  鄧世裕  

錦田  祠堂村  鄧見明  

  高埔村  鄧水倫  

  逢吉鄉  林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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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續續續續)    
  七星崗村  鄧鈞德  

  下輋村  簡福祥  

  上村  曾文靖  

  大江埔村  楊海福  

  大窩村  蔡運祺  

  元崗村  梁錦庭  

  元崗新村  楊金粦  

  水流田村  蔡長壽  

八鄉  打石湖村  張遠光  

  田心村  胡錦基  

  石湖塘村  羅耀權  

  竹坑村  鄧志光  

  吳家村  徐秋麟  

  金錢圍村  鄭偉康  

  彭家村  彭桐盛  

  雷公田村  張日華  

  橫台山下新屋村  鄧鎔耀  

  橫台山永寧里村  鄧偉文  

  橫台山河瀝背村  鄧書光  

  橫台山散村  鄧榮發  

  橫台山羅屋村  羅癸奇  

  上璋圍  鄧自強  

  山廈村  張志賢  

  天水圍(一)  梁金祥  

  天水圍(二)  黎潤明  

  水田村  黃耀光  

  永寧村  黃水明  

  灰沙圍  鄧積善  

  西頭圍  梁秀林  

  吳屋村  吳晃謙  

屏山  坑頭村  鄧永年  

  沙橋村(二)  陳錫儔  

  忠心圍  黃成業  

  東頭圍  黄真勝  

  林屋村  林枝發  

  屏山新村  鄧烜仁  

  唐人新村(二)  鄧建國  

  盛屋村  盛耀明  

  馮家圍  馮少騰  

  塘坊村  鄧珠明  

  新慶村  黃慶有  

  楊屋村  楊桂消  

  福慶村  黃梓任  

  鳳池村  陳鎮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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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鄉村名稱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續續續續)    
  蝦尾新村  陳業惠  

屏山  橋頭圍  鄧子健  

  鰲磡村  黃偉南  

  欖口村  文流芳  

  大生圍  黃金齊  

  仁壽圍  文添福  

  永平村  文國強  

  石湖圍  文錦洪  

  安龍村  文偉昌  

  竹園  黃廣寧  

新田  明德堂  文泰山  

  東鎮圍  文國基  

  青龍村  鄔偉強  

  洲頭  文堅漢  

  圍仔  尹順利  

  新圍(一)  黃國祺  

  新圍(二)  楊耀星  

  新龍村  文連泰  

  落馬洲  張貝全  

  潘屋村  潘彩惠  

  蕃田莘野祖  文來仔  

  下攸田  黃劍雄  

  上攸田  李浩鵬  

  大圍  蔡森球  

  大棠  李樹芳  

  大旗嶺(一)  薛漢明  

  大旗嶺(二)  曹裕高  

  大橋  陳錦勝  

  山貝涌口(一)  吳洪  

十八鄉  山貝涌口(二)  吳健明  

  木橋頭  胡水賢  

  水蕉新村  張展南  

  田寮  胡景光  

  白沙  易喜亮  

  西邊圍  林玉棠  

  南坑  張月明  

  英龍圍  鄧肇康(男)  

  崇正新村(一)  饒賜基  

  崇正新村(二)  古強華  

  港頭  蘇華興  

  黃屋村  駱乃昌  

  塘頭埔  張傑雄  

  龍田  黃漢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