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地方選區選舉 

「勞工政綱」議題（ 代表同意、○代表未有回應）
選區 候選人名單（斜體表示競逐連任者） 政治聯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林翠蓮 王錦泉 顏才績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2. 何秀蘭 公民起動  
3. 甘乃威 楊森 徐遠華 民主黨  
4. 曾健成 社民連  

5. 
曾鈺成 蔡素玉 鍾樹根 
張國鈞 陳學鋒 郭偉強 

民建聯 並無回覆 

6. 蕭敏華 無 ○  ○ ○ ○ ○

7. 勞永樂 無  
8. 陳淑莊 余若薇 容詠嫦 公民黨  
9. 葉劉淑儀 史泰祖 黃健興 陳岳鵬 無 並無回覆 

香港島 

10. 黎志強 無  ○

1. 莊永燦 無 並無回覆 
2. 李慧琼 鍾港武 陳偉明 鄭泳舜 民建聯 並無回覆 
3. 龍緯汶 韋世民 南方民主同盟  
4. 涂謹申 林浩揚 民主黨  
5. 毛孟靜 伍月蘭 鄧志盈 公民黨  
6. 林依麗 無 並無回覆 
7. 梁美芬 梁偉權 林家輝 無 並無回覆 
8. 黃毓民 李偉儀 社民連 並無回覆 
9. 田北辰 何顯明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10. 
馮檢基 莫嘉嫻 秦寶山 

黃志勇 楊振宇 
民協 並無回覆 

11. 劉千石 無 並無回覆 
12. 柳玉成 蔣潔鳳 徐達偉 無  

九龍西 

13. 譚凱邦 無 並無回覆 



1. 胡志偉 民主黨  
2. 陶君行 社民連 並無回覆 
3. 陳鑑林 黎榮浩 陳曼琪 洪錦鉉 民建聯 並無回覆 
4. 梁家傑 余冠威 黃鶴鳴 公民黨  
5. 李華明 計明華 黃啟明 黃偉達 民主黨  

九龍東 

6. 黃國健 陳婉嫻 王吉顯 簡銘東 工聯會 *  
1. 張超雄 陳琬琛 黃家華 公民黨  
2. 李卓人 譚駿賢 職工盟  

3. 
譚耀宗 張學明 梁志祥 陳恆鑌

龍瑞卿 梁嘉銘 老廣成 呂堅 
民建聯 並無回覆 

4. 何俊仁 許智峰 盧民漢 民主黨  
5. 蔣志偉 楊智恆 民協 並無回覆 
6. 阮偉忠 無 ○ ○ ○ ○ ○ ○ ○ ○

7. 陳偉業 社民連  ○

8. 鄒秉恬 無 並無回覆 

9. 
王國興 麥美娟 曾梓筠 徐帆 

梁子穎 鄧家彪 姚國威 陳文偉
工聯會 並無回覆 

10. 張賢登 鄺俊宇 民主黨  
11. 梁雪芳 THAPA Komal 藍英同盟  ○ ○ ○ ○ ○

12. 周梁淑怡 周永勤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13. 梁耀忠 黃潤達 街工  

新界西 

14. 
李永達 王雪盈 林紹輝 

張慧媚 林立志 
民主黨  

 

 

 

 

 



1. 田北俊 簡永輝 方國珊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2. 蕭思江 容超榮 港民黨 並無回覆 
3. 劉慧卿 柯耀林 前綫  
4. 黃成智 莫兆麟 民主黨  
5. 梁國雄 社民連 並無回覆 
6. 李子榮 無  ○

7. 
鄭家富 任啟邦 何淑萍 梁里 

關永業 容溟舟 林少忠 
民主黨  

8. 湯家驊 曾國豐 曾健超 公民黨  
9. 龐愛蘭 無  **

新界東 

10. 
劉江華 陳克勤 莫錦貴 黃碧嬌

陳國旗 劉國勳 連楚強 
民建聯 並無回覆 

候選人對各項議題的同意率（%） 45.8 49.3 48.6 45.1 47.9 47.9 47.2 49.3 46.5 47.9 47.2 47.2
*回覆表示重訂而非還原有關法例 **回覆表示只支持就個別行業立法 

 

二、功能界別選舉 

「勞工政綱」議題（ 代表同意、○代表未有回應）
界別 

候選人（斜體表示

競逐連任者） 
政治聯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鄉議局 1. 劉皇發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漁農界 1. 黃容根 民建聯 並無回覆 

1. 蔡中虎 無 並無回覆 
2. 陳健波 無 並無回覆 保險界 
3. 秦鈺池 無 並無回覆 
1. 譚志華 無 並無回覆 

航運交通界 
2. 劉健儀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1. 何漢權 無 並無回覆 
2. 張文光 民主黨  教育界 
3. 余綺華 無 並無回覆 



1. 吳靄儀 公民黨  ○
法律界 

2. 何君堯 無 回覆表示支持勞工界爭取最低合理工資 
1. 龔耀輝 無 並無回覆 
2. 譚香文 公民黨 並無回覆 
3. 嚴定偉 無 並無回覆 
4. 陳茂波 無 並無回覆 

會計界 

5. 黃宏泰 無  
1. 梁家騮 無 並無回覆 
2. 何栢良 無 並無回覆 
3. 楊超發 無 並無回覆 

醫學界 

4. 郭家麒 無 並無回覆 
1. 溫德才 無 並無回覆 

衛生服務界 
2. 李國麟 無 並無回覆 
1. 文錫昂 無 並無回覆 
2. 黎廣德 公民黨  工程界 
3. 何鍾泰 無 並無回覆 
1. 余錦雄 無 並無回覆 
2. 陳耀輝 無 並無回覆 
3. 劉秀成 無 並無回覆 
4. 陳贊輝 無 並無回覆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 

5. 吳永輝 民主黨  
1. 潘佩璆 工聯會 並無回覆 
2. 葉偉明 工聯會 並無回覆 勞工界 
3. 李鳳英 無 並無回覆 
1. 張國柱 社總  

社會福利界 
2. 狄志遠 民主黨  

地產及建造界 1. 石禮謙 無 並無回覆 

 



1. 謝偉俊 無 並無回覆 
2. 葉慶寧 無 並無回覆 
3. 司馬文 公民黨 並無回覆 

旅遊界 

4. 董耀中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1. 邵在德 無 並無回覆 

商界（第一） 
2. 林健鋒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商界（第二） 1. 黃宜弘 無 並無回覆 
工業界（第一） 1. 梁君彥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工業界（第二） 1. 林大輝 無 並無回覆 

金融界 1. 李國寶 無 並無回覆 
金融服務界 1. 詹培忠 無 並無回覆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 霍震霆 無 並無回覆 
進出口界 1. 黃定光 民建聯 並無回覆 

1. 劉柔芬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紡織及製衣界 

2. 鍾國斌 無 並無回覆 
1. 趙振國 無 回覆表示原則上支持「勞工政綱」，但無暇逐一研究

批發及零售界 
2. 方剛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1. 莫乃光 無 並無回覆 

資訊科技界 
2. 譚偉豪 無 並無回覆 

飲食界 1. 張宇人 自由黨 其所屬政黨集體表達該黨立場 
1. 林偉強 無 並無回覆 

區議會 
2. 葉國謙 民建聯 並無回覆 

候選人對各項議題的同意率（%） 11.9 11.9 11.9 11.9 11.9 11.9 11.9 11.9 11.9 11.9 11.9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