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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日(日)特首選委選舉，各業界聰明選民務必出席！ 
2016特首選委參選人/參選團隊 

<非建制派搶攻特首選委資格> 

 

界別一﹕工商金融界 

批發及零售界 (總席數﹕18) 參選人數 

批發零售民主聯盟/民主黨 (民主 300+)﹕#4 區諾軒 

全港報販大聯盟/批發零售民主聯盟 (民主 300+)﹕#19 廖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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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選人﹕方剛、關百豪、郭少明、趙振國、周梁淑怡、李勝幟、馬景煊、孫大倫、黃光輝、李應生、梁日昌、李子良、黃麗嫦、馬墉宜、鄭皓明、鄭偉雄、張志祥、陳定國、劉鑾鴻 
 

界別二﹕專業界 

會計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民主進步會計師 (民主 300+) http://bit.ly/2fI8OrQ 

#2 黃健菁  #4 梁文俊  #8 梁文傑  #13 李健恆 #20 張振邦 #23 蔡啓昇 #26 馮領業 

#29 李淑儀 #31 范寶琦 #32 韋志堅 #35 關梓謙 #36 劉婉明 #40 王嘉盈 #44 原樹堂 

#45 繆亮   #46 洪思微 #48 蔡志光 #50 吳潔儀 #52 許志全 #56 鄭皓朗 #58 蒲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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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會計師團隊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heartsofaccountants 

#17 譚香文  #27 王鳳儀  #41 楊志良  #49 何駿雄 4 

個人參選 (民主 300+) http://asecia2016.blogspot.hk ﹕#22 陳耿廸 1 

其他參選人﹕葉振基、趙麗娟、何超平、方蘊萱、周治榮、李新、鍾偉能、張頴嫻、林智遠、周光暉、盧華基、伍子龍、劉麥嘉軒、區嘯翔、周雪鳳、陳美恩、倪佩明、胡家明、羅富源、吳錦華、 

楊志偉、黎嘉恩、賴耘峯、唐業銓、梁思傑、李健、孫寶源、龍佩蘭、陳錦榮、王志榮、楊志達、龔耀輝、鄭中正、宋婷兒、杜健存、曾漢章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Covision 16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CoVision16/ 

#10蔣偉騏   #21黎可頴   #24林穎茵  #29陳潔華   #41林芷筠   #43李斌  #46關兆倫 

#49鄭炳鴻   #53黎永鋒   #58黃智鈞  #66司馬文 Paul Zimmerman    

#69高嘉雲 Gavin_Coates    #70劉紹禧  #74汪整樂    #77陳堯坤   #88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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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 民主 · 起動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DemocratProfessionalsHongKong/ 

#8 李鉞  #17 吳永輝 #28 陳翠兒   #44 姚瑞賢  #72 王寶龍 #85 陳耀輝  
6 

L5［建。測。規。園］(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Land5cape2016/ 

#1 陳彥璘   #19 馬國偉  #45 柳凱瑩   #52 敖鋅琦   #67 陳元敬 5 

 個人參選 http://bit.ly/2gJUEa0 ：#57 黎照昌 1 
其他參選人﹕陳志華、何小芳、李春犂、黃比、鍾鴻鈞、區成禧、文志泉、譚小瑩、岑延威、吳永順、何鉅業、陳旭明、BROOKE Charles Nicholas、黃德業、潘永祥、鄔滿海、賴旭輝、張達棠、 

林祥、林雲峯、呂慶耀、梁家棟、劉秀成、何國鈞、梁顯政、許智文、謝少明、麥凱薔、譚寶堯、鄭成光、NISSIM Roger Anthony、何文堯、區佩儀、阮雄岳、陳少康、陳東岳、 

陳子濱、歐陽麗絲、龐錦強、嚴迅思、何力治、盧銘恩、林烈賢、葉頌文、杜嘉儀、謝偉銓、陳致馨、劉文君、譚天放、劉錦勝、黎定國、黃山、李國華、林力山、余錦雄、 

劉振江、支明遠、黃浩明、李兆祥、龐耀寶、郭岳忠、林家輝、李方冲、盧順昌 
 

中醫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個人參選 (民主 300+) http://bit.ly/2gRVa4V ﹕#18 Wendy Tsang 曾鈺婷 1 

個人參選 (民主 300+) http://bit.ly/2fGBVuV  ﹕#55 李家麟 1 

個人參選（民主 300+) http://bit.ly/2gm8z85：#20 胡嘉兒 1 

個人參選 http://bit.ly/2h4FoaU ： #22 梁祐光 1 
其他參選人﹕黃傑、盧鼎儒、余國偉、劉美余、謝秉忠、吳俊來、顏培增、黃賢樟、張煒生、胡卡、馮玖、張國華、朱恩、歐卓榮、趙中振、張群湘、周叔英、李振輝、關之義、侯平、 

陳耿新、梁秋容、林家榮、陳永光、曾超慶、楊卓明、劉伯俊、林志秀、俞煥彬、何國偉、林蓓茵、余良秋、吳梓新、凌桂珍、袁啟順、林國强、陳抗生、王冠明、馬俊豪、黃子明、 

李宇銘 、陳文瀚、關家倫、張宇昊、陳宇傑、鍾志豪、羅綺玲、潘任釧、陳家豪、林振邦、林宗冠 
 

教育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hkptunion/ 

#1 關淑玲  #2 張銳輝  #3 李家宏  #4 黃克廉  #5 何俊鋒  #7 盧偉明  #10 張兆聰 #12 方景樂 

#14 陳杏英 #15 張文光 #16 張往   #18 王美琪 #20 潘天賜 #21 經志宇 #23 陳仁啟 #25 甘秀雲   

#29 舒盛宗 #30 馮碧儀 #33 田方澤 #36 陳漢森 #37 黎志強 #41 何志偉 #43 李煒佳 #44 馮德華  

#47 曾瑞明 #48 陳曦彤 #49 文浩然 #50 莫萊茵 #52 程張迎 #56 林湘雲 

30 

民主黨 #31 陳家健 1 
其他參選人﹕馮浩恩、何漢權、陳偉倫、胡少偉、蔡世鴻、何景安、黃錦良、廖俊權、李宏峯、梁伯鉅、蔡若蓮、趙善安、陳家裕、曹希銓、曹啟樂、麥謝巧玲、何滿添、陳曾建樂、周蘿茜、 

周慧珍、朱國強、文詩詠、李盤勝、孫仕文、余綺華 

http://www.smartvoterhk.org/
http://www.facebook.com/smartvoterhk/
http://bit.ly/2fI8OrQ
https://www.facebook.com/heartsofaccountants
http://asecia2016.blogspot.hk/
https://www.facebook.com/CoVision16/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10%E8%94%A3%E5%81%89%E9%A8%8F?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21%E9%BB%8E%E5%8F%AF%E9%A0%B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24%E6%9E%97%E7%A9%8E%E8%8C%B5?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29%E9%99%B3%E6%BD%94%E8%8F%AF?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41%E6%9E%97%E8%8A%B7%E7%AD%A0?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43%E6%9D%8E%E6%96%8C?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46%E9%97%9C%E5%85%86%E5%80%A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49%E9%84%AD%E7%82%B3%E9%B4%B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53%E9%BB%8E%E6%B0%B8%E9%8B%92?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58%E9%BB%83%E6%99%BA%E9%88%9E?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66%E5%8F%B8%E9%A6%AC%E6%96%87paul_zimmerman?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69%E9%AB%98%E5%98%89%E9%9B%B2gavin_coates?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70%E5%8A%89%E7%B4%B9%E7%A6%A7?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74%E6%B1%AA%E6%95%B4%E6%A8%82?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77%E9%99%B3%E5%A0%AF%E5%9D%A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88%E9%9B%B7%E9%9B%AF?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44518382294324
https://www.facebook.com/DemocratProfessionalsHongKong/
https://www.facebook.com/Land5cape2016/
http://bit.ly/2gJUEa0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57%E9%BB%8E%E7%85%A7%E6%98%8C?source=feed_text&story_id=291949144533366
http://bit.ly/2gRVa4V
http://bit.ly/2fGBVuV
http://bit.ly/2gm8z85
http://bit.ly/2h4FoaU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22%E6%A2%81%E7%A5%90%E5%85%89?source=feed_text&story_id=291949144533366
https://www.facebook.com/hkpt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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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日(日)特首選委選舉，各業界聰明選民務必出席！ 
2016特首選委參選人/參選團隊 

<非建制派搶攻特首選委資格> 

 

工程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進步工程 Progressive Engineering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nbe2017.hk/ 

#1 陳建勇 Chan Kin Yung    #4 王家鏘 Wong Ka Cheung        #10 張振傑 Cheung Chun Kit   

#12 蘇耀坤 So Yiu Kwan     #16 伍焯煒 Ng Cheuk Wai Alex     #18 劉鎮宇 Lau Chun Yu 

#19 麥雪晶 Mak Suet Ching       #21 楊德忠 Yeung Tak Chung Albert     

#26 姚國威 Yiu Kwok Wai Waiky  #28 王振星 Wong Chun Sing Patrick  #29 歐偉雄 Au Wai Hung Philip  

#30 董仲賢 Tung Chung Yin       #34 余煒立 Yu Wai Le Willis       #35 何兆倫 Ho Siu Lun          

#40 倪學仁 Ngai Hok Yan         #44 黎廣德 Lai Kwong Tak Albert   #49 李澤敏 Li Chak Man        

#53 黃瑋彤 Wong Wai Tung       #55 姜新華 Kan Sun Wa (Shirdy)    #57 李智明 Lee Ch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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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參選 https://www.facebook.com/louischingmingtat/ ﹕#9 程明達 1 
其他參選人﹕韋志成、張敏婕、趙雅各、尹志田、源栢樑、梁廣灝、陳永堅、潘偉賢、潘樂陶、李炳權、麥振才、梁國基、李志灝、賴慧雯、張志剛、姚勳雄、邵賢偉、鄧仕和、劉志強、高志偉、

何鍾泰、梁堯基、雷西城、陳健碩、張禮信、黃健國、陳志豪、陳智敏、朱沛坤、黃澤恩、陸宏廣、劉志宏、張建强、陳國璋、黃唯銘、嚴建平、鄧銘心 

 
衛生服務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衛．真普 30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pro.demo30 

#5 馮轉娣  #6 蘇衍霈  #9 姚頌恩  #10 吳志傑 #11 李慧雯 #15 鄒凱詩 #16 温愷詠 #17 列明慧  

#18 馬旗   #21 葉劍青 #26 劉凱文 #29 高展鵬 #32 李詠嫻 #38 趙卓邦 #39 戚雅姸 #49 陳少清  

#50 趙鳳玲 #54 張嘉宜 #56 陳綺華 #57 唐亮均 #61 麥君姸 #65 趙淑華 #66 唐展峰 #67 譚少雯 

#69 王詠詩 #70 劉愷寧 #71 洪梓然 #75 袁偉傑 #77 何嘉雯 #87 潘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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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參選 http://bit.ly/2gkfJJQ﹕ #68 周柏珍 1 
其他參選人﹕馮幹華、曹聖玉、戴令賢、車錫英、顧慧賢、孫耀燦、崔俊明、吳鳳亮、何婉玲、盧若琴、莊婉珍、陳艷芬、楊展鵬、黄金月、盧若詩、黃錦鴻、湯翠媚、黃柏良、郭彩鳳、潘綺紅、 

黃河、楊素芬、蘇尚迅、源志敏、何鴻坤、高呂詠梅、梁瑞琪、邵治亨、鍾慧儀、岑素圓、胡志城、羅小明、鄺耀深、文偉光、黎雪芬、王建榮、張旭紅、馮玉娟、關兆煜、呂慶培、 

劉炳發、蘇曜華、蔡沛華、伍尚舜、源文錦、董靈毅、林崇綏、譚永堅、龐愛蘭、趙國亮、李麗萍、汪國成、邱福榮、蘇肖娟、徐健強、陳靄華、劉慕儀、陳鴻達、李明佩、 

黃永森、陳秀霞、陳秀琼、鄧惠顏 

 
高等教育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高教界民主行動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AcademicsInSupportOfDemocracy/ 

#1 張祺忠(港大)   #12 陳和順(理大)  #14 邱國禧(科專)  #16 陳銘賢(理大)  #18 洪英豪(城大) 

#19 溫帶維(理大)  #20 張南峰(嶺大)  #23 陳健民(中大)  #25 阮頴嫻(港大)  #26 馮偉華(城大) 

#29 楊寶玲(浸大)  #30 謝永齡(城大)  #34 吳有能(浸大)  #36 吳國恩(港大)  #37 關信基(中大) 

#38 陳惜姿(中大)  #41 張楚勇(城大)  #42 呂秉權(浸大)  #46 陳家明(港大)  #49 張星煒(港大) 

#51 王凱峯(浸大)  #52 朱偉志(理大)  #53 戴耀廷(港大)  #54 方子華(理大)  #56 陳清僑(嶺大)  

#57 鄭漢文(中大)  #58 黃志偉(城大專上學院)  #59 袁效賢(嶺大)  # 64 翁愛明(中大)  #65 李建賢(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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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1001-學者抗命 https://www.facebook.com/higheredu.politics1001/ 

#2 陳效能(嶺大)   #4 許漢榮(教大)        #8 王慧麟(港大)   #17 陳凱欣(港大)   

#22 黃偉國(浸大)  #35 曹文傑(小曹)(中大)  #47 洪榮傑(浸大)  #48 黃宇軒(演藝)     

#50 歐陽檉(港大)  #55 何式凝(港大)       #60 陳燕遐(中大)  #61 梁旭明(嶺大)  

12 

學界同盟 2017 https://www.facebook.com/Students.United2017/ 

#5 關顥揚(中大)   #11 袁立橋(中大)    #13 鄭沛倫(嶺大)  

#28 李詠祺(中大)   #43 孔浩名(中大)     #45 劉昕雋(科大) 

6 

其他參選人﹕劉智鵬、郭慧良、蔡宗葦、張桂宗、周中軍、顧敏康、霍偉棟、趙雨樂、雷鼎鳴、廖柏偉、趙雨樂、曾耀輝、翁建霖、王于漸、韓怡凡、何順文、宋恩榮、何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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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2%81%E7%AB%8B%E6%A9%8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828949257375425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84%AD%E6%B2%9B%E5%80%A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828949257375425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D%8E%E8%A9%A0%E7%A5%BA?source=feed_text&story_id=1828949257375425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D%94%E6%B5%A9%E5%90%8D?source=feed_text&story_id=1828949257375425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A%89%E6%98%95%E9%9B%8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82894925737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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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59973查詢。有關最新的特首選委參選人/參選團隊名單資料可於「做個聰明選民」網站 www.smartvoterhk.org 
首頁下載。 

網址  http://www.smartvoterhk.org/  FB   http://www.facebook.com/smartvoterhk/   

Telegram 資訊發放﹕https://telegram.me/BASVchannel                                                        P.3 

 

12月 11日(日)特首選委選舉，各業界聰明選民務必出席！ 
2016特首選委參選人/參選團隊 

<非建制派搶攻特首選委資格> 

 
資訊科技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IT Vision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itvision.hk/ 

#1 鄭斌彬  #2 陳澤滔  #3 吳其彥  #4 王嘉屏  #6 宋安來  #8 邱祖淇  #13 羅浩林 #14 崔志英 

#15 BRADBEER Robin Sarah                #17 李勁華 #18 黃岳永 #20 楊和生 #22 關德華 #23 胡人傑  

#25 麥天志 #27 容志偉 #29 王百羽 #33 方保僑 #34 梁兆昌 #35 黃浩華 #37 林逸明 #39 陳宇明   

#43 單仲偕 #44 邱智堅 #47 林德基 #50 楊婉翔 #51 葉旭暉 #53 楊林發 #54 黎智富 #57 麥志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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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選人﹕楊全盛、梁成琯、卞家振、洪文正、李煥明、李基銓、陳重義、林曉鋒、梁建文、黃錦輝、鄭小康、何臻言、孫耀達、陳天賜、王維基、許漢卿、呂奭群、張年生、唐鈞豪、陳迪源、 

張嘉笙、陳樹偉、邱達根、鄒健宏、廖德城、彭子傑、冼漢廸、賴錫璋、洪爲民 

 
法律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2016 ProDem21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2016prodem21 

#1 葉海琅  #2 石書銘  #3 郭憬憲  #4 潘淑瑛  #8 戴啓思  #9 CLANCEY John Joseph 關尚義    

#11 夏偉志 #12 彭耀鴻 #13 張耀良 #14 張達明 #15 黃宇逸 #16 張惠儀 #18 黃瑞紅  

#19 林洋鋐 #20 吳思諾 #21 鄭瑞泰 #22 陳淑怡 #27 文浩正 #28 潘熙   #29 陳景生 #37 韋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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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PanDem9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2016pandem9 

#6 黃國桐   #7 廖成利   #10 王學今  #17 譚俊傑  #26 何俊仁   

#30 何俊麒  #32 查錫我  #33 梁家傑  #36 黃鶴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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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選人﹕、湯家驊、劉翁靜晶、LISTER Martin Charles V. M.、黎瀛洲、文理明、陳曉峰、何國偉 

 
醫學界 (總席數﹕30) 參選人數 

真普選醫生聯盟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Doctors.For.Democracy/ 

#5 張永融   #11 盧詠琛  #13 彭張華  #17 黃任匡  #20 覃天笙  #23 張臻善  #24 楊聿川   

#25 李盈姿  #26 李福基  #35 歐耀佳  #36 梁杰仁  #41 衛兆輝  #44 胡金榮  #47 龍振邦   

#56 彭潔儀  #57 梁婉儀  #63 馮偉正  #67 鄺葆賢  #69 劉文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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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醫營 https://www.facebook.com/PublicDoctorHK/ 

(前線醫生聯盟 and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2 蕭旭亮 #6 譚劍明  #9 馮德焜  #64 董光達  #71 吳志豪  #73 王翔 #82 梁卓威  #85 侯佳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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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參選 https://www.facebook.com/alfredyungwt #40 翁維德 1 
其他參選人﹕朱建華、梁國齡、羅智峯、陳潔霜、梁廣泉、黃以謙、冼佩儀、蘇潔瑩、何銘泰、何繼良、黃德祥、劉鈞澤、陳念德、張漢明、吳國強、楊金慶、梁家駒、張德康、周振軍、何栢良、 

彭志宏、鄧堯天、何鴻光、黃國田、謝鴻興、梁家騮、劉仲恒、方欣碩、潘德鄰、李家仁、江炎輝、任俊彥、鄭志文、袁維基、李少隆、陸偉亮、葉永玉、陳真光、龐朝輝、 

郭寶賢、林哲玄、葉維晉、梁裕龍、佘達明、周伯展、陳培光、方津生、何曉輝、司徒敬豪、楊協和、陳以誠、馮浩泓、楊超發、韋玉珍、傅錦峯、蔡堅、蘇睿智 

 

界別三﹕勞工 社會服務 宗教界界別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文化小組)  (總席數﹕15) 參選人數 

文化同行 ARTicipants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articipants/ 

#3 姜達雲 Keung Tat-wan  #7 白雙全 Pak Sheung-chuen        #8 潘德恕 Pun Tak-shu   

#9 甄拔濤 Yan Pat-to      #13 張國永 Cheung Kwok-wing Leo  #15 陳桂芬 Chan Kwai-fun 

#17 周博賢 Chow Pok-yin  #18 馮祿德 Fung Luk-tak Luther     #20 陳錦成 Chan Kam-shing  

#21 楊雪盈 Yeung Suet-ying Clarisse    #24 江康泉（江記） Kong Khong-chang (Kongkee)   

#25 查映嵐 Char Ying-lam Evelyn       #26 周俊輝 Chow Chun-fai   

#29 莊梅岩 Chong Mui-ngam          #31 趙浩然 Chiu Ho-yin Rex 

15 

其他參選人﹕鄺美雲、陳永華、阮兆輝、周振基、區永熙、陳起馨、王英偉、李錦賢、林仚、汪明荃、陳健彬、高志森、李焯芬、姚珏、莫華倫、黃秋生 

 

  

http://www.smartvoterhk.org/
http://www.facebook.com/smartvoterhk/
https://www.facebook.com/itvision.hk/
https://www.facebook.com/2016prodem21
https://www.facebook.com/2016pandem9
https://www.facebook.com/Doctors.For.Democracy/
https://www.facebook.com/PublicDoctorHK/
https://www.facebook.com/alfredyungwt
https://www.facebook.com/articipants/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3%E5%A7%9C%E9%81%94%E9%9B%B2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7%E7%99%BD%E9%9B%99%E5%8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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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13%E5%BC%B5%E5%9C%8B%E6%B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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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日(日)特首選委選舉，各業界聰明選民務必出席！ 
2016特首選委參選人/參選團隊 

<非建制派搶攻特首選委資格> 

 

社福界 (總席數﹕60) 參選人數 

民福陣線 Demo-social Front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demo.social.front/ 

#2 楊森    #15 林強   #22 賴建國 #34 陳永健 #41 麥海華 #42 蘇潔燕 #48 陳頌皓 #51 黃健偉  

#53 許錦成 #58 楊家正 #61 莊陳有 #62 黃於唱 #71 李允平 #76 周耀康 #77 陳健雄 #78 陳麗雲  

#81 羅健熙 #87 陳清華 #91 陳琬琛 #92 周賢明 #99 顏文雄 #100 賴仁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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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HKSWGU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HKSocialWorkersGeneralUnion/ 

#1 曾健超  #5 陳芷瑋  #16 簡志偉 #21 梁傳孫 #24 麥詠天 #36 倫智偉 #38 黃旭熙 #39 葉建忠  

#40 鄭耀彤 #49 許麗明 #50 林韻芝 #52 吳雄暉 #54 余紀讓 #66 朱志强 #69 李志雄 #72 伍銳明  

#73 卜福晨 #74 麥潤培 #75 張志偉 #86 張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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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同行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togetherforsocialwelfare/ 

服務使用者： 

#10 張志權（房屋議題）#19 劉華強（社福規劃議題）#37 李鳳琼（認知障礙症人士照顧者議題）  

#43 張敏（學童權利議題）                  #46 譚婉芬（社區經濟議題）  

#60簡浩名 KHAN ABDULL Ghafar（少數族裔議題） #67 黃山（貧富懸殊議題） 

#90 李芝融（智障社群議題）                #97 王昭雅（青年發展議題)  

組織者： 

#17 陳柏亨（視障人士權益議題）#27 賀卓軒（貧富懸殊議題） #33 王惠芬（少數族裔議題）  

#44 吳堃廉（社福規劃議題）  #57 黃穎姿（社福規劃議題） #83 李國權（基層墟市議題） 

#93 彭樂欣（社區經濟議題）  #98 何汝瑛（學童權利議題） #102 葉健強（殘疾人士權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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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復興運動 Reclaiming Social Work Movement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rswmhk/ 

#9 丁惠芳   #11 劉家棟  #14 陳紹銘  #25 鍾威龍   #32 黎柏然  #35 羅懿明   

#64 羅淑玲  #80 梁志遠  #84 陸殷誦  #94 陳順意  #101 侯冠霖  #104 吳珊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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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權 (民主 300+) https://www.facebook.com/osuperpower 

#7 李肇鏐   #8 馮妙霞  #23 李志剛  #26 陳文宜  #29 張基  #31 梁梓敦  #55 傅煥彬  

#85 陳錦章  #89 林宗祐 #95 翟冬青  #96 劉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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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發聲 https://www.facebook.com/usersvoicehk/ 

#20 陳錦元  #88 嚴楚碧  #103 羅偉祥 
3 

個人參選﹕#70 黃丹晴 1 
其他參選人﹕駱小鸞、曾廣榮、吳應勇、區士棠、劉麗芳、張潤衡、張達明、符俊雄、陳義飛、余秀珠、湛國榮、黃萬成、郁德芬、關銳煊、楊羅觀翠、崔日雄、鍾承志 

 

「做個聰明選民」公民充權運動已邀請非建制派特首選委參選人/參選團隊完成問卷，以幫助所屬業界選民作

出知情的投票决定及更明白各參選人/參選團隊之投票策略。問卷結果已陸續在「做個聰明選民」網站 

www.smartvoterhk.org 上刊登。 

 

Q1. 請自我定位﹕我是 建制派/ 非建制派/ 中立 

Q2. 你是 支持/ 不支持香港有一個附合國際民主、人權和法治標準的公義社會?  

Q3. 你是否 支持/ 不支持/ 未決定 非建制一方派代表參選特首?  (請解釋原因) 

Q4. 如果你支持非建制一方派代表參選特首，你認為應如何揀選非建制派特首參選人? 

Q5. 你 會/ 不會/ 未决定 投白票? (請解釋原因) 

Q6. 你 會/ 不會/ 未決定 投梁振英一票? (請解釋原因) 

Q7. 你 會/ 不會/ 未決定 願意和其他非建制選委捆綁投票?  

Q8. 若你不會和其他非建制選委捆綁投票，你會如何决定投票的對象？ 

http://www.smartvoterhk.org/
http://www.facebook.com/smartvoterhk/
https://www.facebook.com/demo.social.front/
https://www.facebook.com/HKSocialWorkersGeneralUnion/
https://www.facebook.com/togetherforsocialwelfare/
https://www.facebook.com/rswmhk/
https://www.facebook.com/osuperpower
https://www.facebook.com/usersvoic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