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聯署 
世界級城市 民主不容停步 

 

歡迎各界及專業人士聯署 

呼籲行政長官取消功能界別 

切實推行普選 

 

踏入 2009 年，香港面對嚴峻挑戰。切實推行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度，是邁向高質素管治，凝

聚民心民力以應付挑戰的必要條件。 
 
立法會議員吳靄儀於一月七日立法會會議上動議，促請行政長官在制定行政長官和立法會選舉

辦法時，須清楚表明廢除功能界別，其所提出的選舉方案，並須達到《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

際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要求。 
 

 

我們支持該項動議，要求廢除功能界別，並呼籲行政長官務須令政府建議的改革方案不能逆轉

地邁向以下目標： 

 

（1）     行政長官的選舉，要有一個充分尊重參選權，一視同仁，不受無理限制，不因政治立

場、信念或其他分別而受排斥篩選的提名程序，以符合《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

十五條有關普及而平等選舉的規定； 

 

（2）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所有立法會議員必須以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 

 
 



 

 

Online Petition 

True Democracy for a World City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called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o 
abolish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o genuinely put 

forward Universal Suffrage 

Hong Kong w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the new year 2009. Implementing a political system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dvancing clean politics, enhancing good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community consensus to tackle the challenges.  

 

Legislative Councillor Ms. Margaret Ng put forward a Motion for debat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7th January, calling upon the Chief Executive, when he put forward his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the method of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make clear 
that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re to be abolished and to ensure that his proposals lead to election 
system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e support the Motion demanding the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we call 
upon the Chief Executive to ensure that his proposals lead irreversibly to 
 
1.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roug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where the 
nomination process fully complies with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n assuring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without distinction and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 so that it cannot be used to screen 
out potential candidates on any prohibited grounds including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and 
 
2.            the election of all its members throug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聯署發起人  (包括各界及專業人士聯署，排名不分先後) 
Joint Initiators (including every sector and professionals, in no particular order) 
工程 Engineering 

黎廣德 蘇耀坤 陳啟遠 李澤敏 李耀文 何國強 郭文秦 鄭仲庭 

 

法律 Legal 

李柱銘 吳靄儀 陳文敏 陳景生 梁家傑 余若薇 湯家驊 陳淑莊 

任建峰 郭榮鏗 陳榮基 戴啟思 李志喜 張秀儀 蔡家玲 梁少玲 

張健利   陳偉漢 吳歌麗 郭瑞熙 潘熙 關尚義 楊元彬 吳少雲 

李樹旭 Mark Daly 湯楊蕙蘭 Mark Williams Sean H.J. Fang Peter Barnes Carol Chen 張達明 

祁志 吳犖怡 麥業成 譚沛鋒 吳嘉輝 阮陳淑怡 Gavin Kwai Michael Vidler 

鄧偉棕  高世杰 王熙曜 文浩正 Anthony Dicks 文瑞麟 潘松輝  王振強  

Joyce Chan 黃軒利       

 

社會福利 Social Welfare 

張國柱 張超雄 任國棟 吳永東 吳文穗 胡良喜 蔡盛僑 李建賢 

黃鳳玲 黃強生 蔔福晨 伍銳明 倪江耀 賴仁彪 許錦成 徐永德 

林  強 蔡海偉 馮可立 黃洪 麥海華 Mark Li  李天機  

 

旅遊及保險 Tourism and Insurance 

甄彼得 李錦添 金朝虹      

 

區議會 District Council 

潘忠賢  趙家賢 範國威 林紹輝 任啟邦 關永業 羅世恩 莫兆麟 

黃成智 容溟舟 林有嫺 梁兆新 伍精民 陳琬琛 黃家華  

 

商界、批發及零售 Commercial, Wholesale & Retail 

George Cautherley 邵在德 卓耀豪 章學峻 熊子弦 黃順賢   

 

教育 Education 

張文光 Michael E. DeGolyer 黃英琦 廖志淩 陳健民 李偉文 陳竟明 陳士齊 

梁萬裡 穀淑美 杜耀明 陳家洛 陳清僑 黃志偉 鄭宇碩 鍾劍華 

張楚勇  李詠怡 關信基 陳順馨 梁旭明 李小良 John Erni 司徒薇 

Meaghan Morris 羅永生 葉蔭聰 許寶強 韓連山   馮偉華 李德成 楊家正 

譚安厚 崔志英 黃偉國 陳允中 朱明中 陳詠娟 楊錦霞 何芝君  

陳國權 胡可仁 鄭宇碩 C.L. Lim     

 

會計 Accountancy 

譚香文 容詠嫦 甄文星 梁繼昌   原樹堂 蔡榮峰 韋志堅  



 

 

 

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莫乃光 方保僑 梁兆昌 楊和生 宋德嘉 鍾宏安 葉旭暉 關德華 

何偉明 Roy Grubb Robin S. Bradbeer  黃世澤 吳其彥 邱祖淇 鄺錦華 賴灼東 

陸耀文  謝俊謙 單仲偕 鄧永安 劉熾堯 蘇子賢 蘇子翹 馮寶玲 

連錦雄 馮健明 李志清 甘啟祥 張力輝 劉志強 Henry Oh 張玲玲 

Jay M. Shaw 鄭斌彬 餘永泉 老洪嶽 陳振傑  李銳華 區灼鏗 謝國恆 

張淑敏 麥志烈 暨永雄 Chan Hoi Kit Martin    

 

醫學及衛生服務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李國麟 郭家麒 吳錦祥 吳祟文 吳彥明 楊永生 馮宜亮 蘇淳養 

陳求德 胡健維 陳君漢 譚欽粦 崔琦玲 陳志遠 劉育港 鄭鑑波 

蕭麗珊 黃震遐 歐耀佳 李敏求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 Architectural, Surveying and Planning 

吳永輝 李銊 郭榮臻 Choi Kai Kwong Stephen Wong Clarence Chan 阮德尊 吳永順 

 

其他 Others 

陳方安生 余冠威 毛孟靜 周錦紹 李立航 黃偉國 Edward Li 曾健超 

梁翊婷  潘文敬 徐國峰 丘律邦 藍凱怡 潘譚雅兒 潘濬智 潘濬仁 

薛德敖 鄺敏儀 潘文瀚 鄺國全 鄭淑卿 何淑萍 陳惠達 蔡健華 

阮文煊 吳呂南 嚴秀婷 劉頌熙 楊匡 章東傑 遊德強 郭嘉麗 

譚張惠娟 譚瑋信 馮愛玲 甄燊港 蔡淑芳 翁克強 喬偉鋒 區影湄 

周偉雄 柯華 蔡詠梅 Norman Quan Iris Tang 姜頌賢 Bill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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