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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區選
參選人名單

港島區

杏花邨 何毅淦

小西灣 王國興

景怡 梁國鴻

和富 郭偉強

興東 許林慶

上耀東 趙資強

黃竹坑 陳榮恩

九龍東

龍上 林文輝

竹園南 陳澤森

瓊富 黃鎮健

彩雲西 譚美普

池彩 何賢輝

彩虹 莫健榮

興田 羅靜

藍田 簡銘東

栢雅 何啟明

翠翔 黃啟燊

樂華南 李嘉恒

九龍西

麗閣 陳穎欣

龍坪及上白田 林偉文

油麻地北 文潤華

馬坑涌 黃潤昌

宋皇臺 鄭振華

新界東

盛福 溫和達

御太 曾勁聰

天平西 黃宏滔

寶怡 吳雪山

澳唐 高永聯

南安 余啟津

尚德 簡兆祺

富明新 陳勇華

新田圍 李樂昕

恒安 林德偉

新界西

福來 葛兆源

梨木樹西 譚芷菲

葵興 梁志豪

上大窩口 劉展鵬

下大窩口 張偉文

安蔭 梁子穎

葵盛西邨 劉美璐

偉盈 麥美娟

富恩 劉桂容

天恒 陸頌雄

宏逸 姚國威

晴景 鄧焯謙

安定 馮沛賢

景興 陳有海

興澤 徐帆

田景 李洪森

富泰 陳文偉

逸東邨北 鄧家彪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競區選
參選人小統計
性別

男 42名 (82%)

女 9名 (18%)

年齡

20歲-29歲 7人 (14%)

30歲-39歲 23人 (45%)

40歲-49歲 6人 (12%)

50歲-59歲 11人 (22%)

60歲或以上 4人 (7%)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上屆區議會選舉派出
「小花」劉桂容出選元朗富恩
區，成功打敗反對派頭目、工黨
主席李卓人，令工聯會士氣大

振。今年，他們再接再厲，派出另一「小
花」、工聯會社區幹事陳穎欣出戰深水埗麗閣
選區，挑戰民協「大佬」前主席馮檢基。年僅
25歲、擁有港大經濟金融學學士學位的陳穎欣
昨日表示，麗閣是傳統舊區，是時候注入年輕
力量和新思維，為社區帶來新希望。

陳穎欣：老區需注新思維
新一代工聯會「小花」陳穎欣將出戰深水埗

麗閣選區、挑戰民協「大佬」、馮檢基。陳穎
欣昨日在誓師大會上表示，自己一直有心為基
層社區服務，而麗閣過去多年有木蝨、水壓不
足等問題，但長期未能得到妥善處理。被問到
她有什麼地方比有意競逐連任的馮檢基優勝，
陳穎欣說，做地區工作最緊要有時間落區，
「每日會見街坊，是最基本的要求。」

她續說，麗閣是傳統舊區，是時候注入年

輕力量和新思維，協助居民更快更好地解決
問題，「所以『新希望來了』是我們的競選
口號，希望憑着年輕和活力，為社區帶來新
希望。」

劉桂容：為民謀利不停步
上屆「小花」、現任元朗富恩區區議員劉桂

容也將競逐連任。大概是明知地方工作疏懶，
必敗無疑，李卓人並無報名參選富恩，而是派
出其「手下」強國偉出戰。

劉桂容昨日表示，過去為當區做了不少工作，
「這幾年的工作從沒停步，如過去天水圍北的交
通有先天不足，巴士路線比較緊張，但過去一年
的巴士路線重整，我都不斷諮詢居民意見，努力
爭取改善，為居民爭取最大利益。」

她認為，天水圍是一個宜居社區，但附近配
套設施仍是不足，承諾未來會繼續爭取改善天
水圍居住環境，如爭取盡快興建天水圍北泳
池，及要求食環署在天水圍增設街市，期望能
夠減輕天水圍居民的「買餸」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雖然昨日颱風「彩虹」襲港，天文台懸掛
3號強風信號，但工聯會51名區議會參

選人無懼橫風橫雨，沒有撐傘，在大部分時
間都沒有穿雨衣的情況下，和大批支持者參
加工聯會於中環遮打花園舉行的2015年區議
會選舉誓師大會。林淑儀，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等會內重量級人物到場，
為一眾參選者打氣。

林淑儀：「傾心」服務基層
林淑儀在誓師大會上強調，「撐勞工、為基
層」正正就是60多年來工聯會一直秉承服務大
家的精神。她很有信心的說：「工聯會自2011
年區議會選舉及2012年立法會選舉全面參與，
並取得成績後，誓要在2015年再下一城，繼續
把勞工階層和基層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決心
實踐『參政為勞工』的理念！」
她並寄語一眾參選人：「服務市民最重要是有
『心』，要傾心注力。負責不同崗位的兄弟姐妹
要上下一心，集結力量，讓工聯會的團隊繼續以
服務市民為己任。」她期望，51名參選人會一如
既往在各個社區用心打拚，在區議會選舉中勇創
佳績。

吳秋北：莫問形勢盡心力
吳秋北表示，無論選舉形勢如何，都要盡心盡
力做好選舉和地區工作，期望區議會議席有所增
長，「所以不敢怠慢，一定要盡全力打好今次選
戰。」黃國健則估計，違法「佔領」對區選形勢
影響不大，但市民最重視的始終是地區工作，
「如果反對派以為靠『佔領』得到着數，很可能
是打錯算盤。」
各參選團隊先後上台自我介紹，並高叫「撐
勞工、為基層」等口號，又合唱《團結就是力
量》，寓意在是次選舉中旗開得勝，並呼籲市
民支持。

「香港仔」爭港鐵出口近民居
首次參選、出戰南區黃竹坑選區的陳榮恩，
對手是現任民主黨區議員徐遠華。陳榮恩表
示，自己在香港仔土生土長，對南區十分有感
情，期望參選可為居民爭取南港島線的黃竹坑
出口較為貼近民居，及設置無障礙通道，方便
有需要人士出入。她又說，過去多年一直擔任
秘書工作，發現僱員權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希
望在區議會層面為打工仔發聲。

譚美普：「活化彩雲」見成績
在彩雲西選區競選連任的譚美普則表示，數
年前當選區議員後，已開始推動「活化彩雲」
計劃，過去已完成了翻新商場，目前有關當局
也已落實了於邨內增建多部升降機，方便市民
出入屋邨。她期望，能夠繼續連任區議員為市
民服務，改善社區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新新

一屆區議會選舉於一屆區議會選舉於1111月舉行月舉行，，工聯會工聯會

昨日無懼颱風昨日無懼颱風「「彩虹彩虹」」吹襲吹襲，，在風雨在風雨

交加的情況下交加的情況下，，齊集近千人於中環遮齊集近千人於中環遮

打花園舉行打花園舉行20152015年區議會選舉誓師年區議會選舉誓師

大會大會。。工聯會將派出近三屆最多的工聯會將派出近三屆最多的5151

人出戰今屆區議會選舉人出戰今屆區議會選舉，，其中其中2929人為人為

爭取連任的現任區議員爭取連任的現任區議員，，2222名則大部名則大部

分是初次參選的生力軍分是初次參選的生力軍，，目標是突破目標是突破

20112011年年3434席的成績席的成績。。工聯會會長工聯會會長、、

政務委員會主任林淑儀在誓師大會上政務委員會主任林淑儀在誓師大會上

指出指出，「，「撐勞工撐勞工、、為基層為基層」」是是6060多年多年

來工聯會一直秉承服務大家的精神來工聯會一直秉承服務大家的精神，，

並期望並期望5151名參選人可一如既往在各個名參選人可一如既往在各個

社區用心打拚社區用心打拚，，在在20152015年區議會選年區議會選

舉再創佳績舉再創佳績，，繼續把勞工階層和基層繼續把勞工階層和基層

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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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區選工聯會區選千人千人誓師誓師

&
�﹁小

花﹂
戰
大
佬

拚
活
力

比
實
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工聯
會昨日公佈的區議會參選名單中，未包括
以「超級區議員」身份晉身立法會的榮譽
會長陳婉嫻。工聯會政務委員會主任林淑
儀昨日表示，陳婉嫻至今無表態是否參
選，倘對方有興趣角逐仍可作出安排。據
工聯會中人指，陳婉嫻不會參選區議會，
意味她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不能出戰「超級
區議會」議席，預料「重出江湖」出選區
議會的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將接替陳婉嫻
出戰「超區」。

工聯會：嫻姐願選仍可安排
現任黃大仙龍上區議員、2012年循立法會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
會」）躋身立法會的陳婉嫻，昨日未有出席
工聯會誓師大會，即場宣佈的51人的參選
名單也不見她的名字。上屆「讓路」予陳婉
嫻出選龍上區、轉戰東美選區但落敗的林文
輝，今屆則重返龍上區參選。
林淑儀昨日表示，陳婉嫻至今無表態是否

參選，倘對方有興趣角逐，工聯會仍然可以
作出安排。至於闊別區議會8年的王國興
「重出江湖」，出戰東區小西灣選區，是否
為明年參選「超區」議席鋪路，林淑儀指
「言之尚早」，工聯會暫未討論下屆「超
區」人選一事。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則指，陳婉嫻參選機
會很低，但一切要視乎陳婉嫻回港後再作決
定。他承認，王國興出選小西灣選區，是為
了明年出戰「超級區議會」做準備，「如果
嫻姐不參選，我們都要有一定份量的人準
備，目前最重要是王國興勝出區選，把『超
區』的入場劵拿到手。」

陳婉嫻：願「區區」為新人助選
有工聯會中人向本報表示，陳婉嫻不會參

選區議會，至於會否循直選競逐立法會議
席，目前未有定案。陳婉嫻昨晚在回應傳媒
查詢時指，自己萌退的想法已有一段時間，
可說已「以年計」。雖然他今年不參選，但
樂意為工聯會的新人助選，只要需要她的
話，「區區都冇問題。」被問及會否參選立
法會，她則指言之尚早。
接替以私人理由決定今年不出選的陳靄

群出戰小西灣選區的王國興則表示，明年
是否出選「超區」並非由他決定，一切有
待工聯會安排。他表示，自己一直在港島
區與陳靄群緊密合作，為小西灣居民發
聲，例如最近成功爭取食物及衛生局同
意，在小西灣綜合大樓二期興建社區服務
大樓等，「如果不是我們充分合作，便沒
有這種成果……陳靄群支持我接力參選，
認為我的工作值得信賴。」

陳婉嫻或棄區選 王國興備征「超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5年區
議會選舉前日開始接受報名，民主黨及「街
工」共派出19人參選葵青區，聲稱要在葵青
區議會「翻盤」，重奪控制權以改革區會
「蛇齋餅糭化」。工聯會今次派出6人團隊迎
戰，立法會議員、在青衣偉盈選區競逐連任
的麥美娟表示，無懼反對派所謂「翻盤」，
因為選民最重視參選人的地區工作，而非政
治口號。
工聯會在葵青區派出6人參選，其中3人角逐

連任，包括「雙料議員」麥美娟。她昨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反對派確實野心不小，謀求
在葵青區議會「翻盤」，以奪取區議會主席一
職，但她認為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反
對派政黨去年發動違法「佔領」行動，令很多
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受影響。
她續說，市民對區議員的要求比較實在，並

非單靠政治口號就可以當選，又批評反對派指
稱區議會「蛇齋餅糭化」，只是政治抹黑，企
圖打擊建制派的選情。

麥美娟有信心保葵青不「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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