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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s by Anti-Extradition Bill Groups  
 

反修例團體聯署名單  

 

專業界別 

傳媒工會、組織及機構 

進步教師同盟、學術自由學者聯盟、全民教育局、高教公民 

教協 

各校校長 

廣告界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社福界 

全體法律界選委 

樹藝及綠化相關行業 

ACG次文化界 

保險界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醫護界 

一群香港護士 

資訊科技界 

賽馬界 

幼兒教育工作者 

民航事業人員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社區及其他團體 

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 

動漫遊戲同人界 

運動愛好者 

香港學生家長 

大愛同盟、愛·酷兒、性神學社、性/別公義委員會、女同學社、G點電視、哪噠香膏教會、基

恩之家、摯情同行、基督眾樂教會、Dragjam、JaM Live、Pinkdomhk、愛無界、大專同志行

動、風流雜誌、晚同牽 

彩虹行動、PrideLab、Les Corner Empowerment Association、女角平權協作組 

跨性別權益會、Made in Gender 性別製造 

聾人力量 

 

 

A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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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 

天主教徒 

基督徒 (發起團體: 教牧關懷團、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蒞地基督徒、傘城網上教會) 

循道衞理信徒 

宣道會信徒 

神召會信徒 

播道會信徒 

一群五旬節聖潔會信徒 

一群浸信會信徒 

一群禮賢會信徒 

一群聖公會信徒 

路德宗信徒 

一群慈光人 

一群金巴崙長老會 

一群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信徒 

一群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基督徒 
 

各區居民 

愉景灣居民 

沙田區居民 

大埔區居民 

在港大陸新移民 

麗港城居民 

西環居民 

馬灣居民 

東區居民 

灣仔區居民 

美孚居民 
 

大專院校相關關注組 

港大校友關注組 

中大校友聯署  

新亞書院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教大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浸大校友、學生 

樹仁學生及舊生 

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校友 

理大學生、校友、教職員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舊生、學生、教師及前教職員 

城大校友 

城市大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科大學生及校友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友及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學生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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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專上學院及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學生、教職員及舊生 

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 HKAPA Alumni Association 

香港演藝學院學生、校友、教職員 

職業訓練局轄下院校學生 

香港科技學院/香港工業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師生及校友 

嶺南大學 

珠海學院 

恒大學生、教職員、校友 

香港藝術學院 xRMIT 學生及校友 

東華學院學生、教職員、校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校友、學生 

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香港公開大學校友學生 

10間大專院校 46名社工老師 
 

中學 

英皇書院校友、學生、教師 

聖類斯中學校友、師生 

慈幼英文學校教師、校友及學生 

拔萃男書院校友、學生及教師 

拔萃女書院校友 

聖若瑟書院舊生、學生及教師 

真光女子中學 / 書院校友、學生及教師 

英華舊生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校友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喇沙書院舊生、學生及教師 

荃灣官立中學校友、學生 

聖言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皇仁書院舊生及學生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校友、師生 

聖若瑟英文中學校友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聖保羅男女中學校友及學生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校友及師生 

將軍澳官立中學舊生及學生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順德聯誼總會屬校師生、校友 

聖馬可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余振強紀念中學校友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舊生、學生及教師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校友、學生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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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芳濟書院及荃灣聖芳濟中學舊生及學生 

協恩中學校友及學生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校友、學生、教師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舊生、學生及教職員 

聖伯多祿中學校友、師生 

沙田官立中學現屆師生及校友 

沙田蘇浙公學校友及學生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師生校友 

聖保羅書院校友、學生 

聖母書院校友、學生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校友 

華英中學舊生、學生及教職員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校友、學生及教師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舊生，學生及教師 

香港培英中學校友師生 

屯門天主教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伊利沙伯中學歷屆師生 

天水圍官立中學現屆師生及校友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校友 

九龍華仁書院校友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舊生 

聖保祿中學校友及學生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校友、學生 

聖羅撒書院、聖羅撒學校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聖嘉勒女書院校友、師生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玫瑰崗學校的校友、現在的學生 及老師 

金文泰中學舊生、學生、教師及前教職員 

迦密主恩中學校友師生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的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舊生、學生、教師及前教職員 

香港培正中學校友、學生、職員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校友、師生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校友 

觀塘官立中學校友，學生 

沙田聖母無玷聖心書院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 筲箕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師生、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師生校友 

張祝珊英文中學師生、舊生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Project Citizens Foundation                                                              Public Sentiment Report 

 

Appendix 3 – Page 6 

 

皇仁舊生會中學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香港培道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校友及學生 

順利天主教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德望學校學生、老師及校友 

觀塘瑪利諾書院校友、師生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的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沙田培英中學校友及師生 

九龍工業學校校友、現屆學生、老師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校友、學生、老師 

聖傑靈女子中學舊生 

循道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校友及師生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鄧鏡波學校校友、師生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舊生、學生及教師 

田家炳中學校友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梁式芝書院歷屆師生 

五邑司徒浩中學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文理書院校友 

鄭植之中學學生、教職員、校友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漢華中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校友及學生 

嘉諾撒培德書院師生及校友 

高主教書院校友及學生 

嘉諾撒書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校友、師生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及師生 

馬可賓中學校友及師生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校友、學生、老師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舊生、學生及教師 

宣道中學校友 

英華女學校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師生及校友 

福建中學校友及師生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校友、學生及教師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學生丶教職員及校友 

寧波第二中學校友及師生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學生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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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沙田崇真中學校友及學生 

恩主教書院校友、學生及老師 

滙基書院（東九龍）校友、學生及教師 

廠商會中學學生、老師及校友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校友師生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學生、校友及校職員 

大埔三育中學校友、學生或教職員 

德信中學校友及師生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校友、師生 

筲箕灣官立中學校友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老師、學生及校友 

聖公會陳融中學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師生校友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校友及師生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之師生及校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嘉諾撒聖家書院 校友、師生 

民生書院校友、學生及教師 

賽馬會體藝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陳瑞祺（喇沙）書院學生、老師及校友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屯門官立中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友、學生 

趙聿修紀念中學校友、師生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師生、舊生及前職員 

教聯會黃楚標中學師生、校友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校友、學生、教師 

聖保祿學校校友、師生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佛教大雄中學舊生、學生及教職員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師生及校友 

瑪利曼中學、瑪利曼小學的學生、舊生及教師 

馬鞍山曾璧山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香港各國際、英基屬下學校校友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校友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校友及學生 

文理書院(九龍)校友及師生 

保祿六世書院校友及學生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Project Citizens Foundation                                                              Public Sentiment Report 

 

Appendix 3 – Page 8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校友、師生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師生，校友 

裘錦秋中學（葵涌）校友及學生 

李求恩紀念中學校友及師生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校友及師生 

港青基信書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佛教黃鳳翎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閩僑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寧波公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TSTSS）歷屆師生（連結更新 20190529 2030） 

馬鞍山崇真中學校友及現屆師生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校友 

天主教伍華中學師生、校友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校友 

九龍信義中學校友及信義會教牧、執事、教友、社會服務工作者及教育工作者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舊生、學生及教職員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學生、老師及校友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天水圍）校友、老師 

港大同學會書院校友及師生 

王肇枝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鳳溪第一中學（鳳溪公立學校中學(一中、二中、廖萬石堂)舊生及前教職員） 

鳳溪第二中學（鳳溪公立學校中學(一中、二中、廖萬石堂)舊生及前教職員）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鳳溪公立學校中學(一中、二中、廖萬石堂)舊生及前教職員）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校友師生 

基督書院 校友及學生 

何東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基督教崇真中學 學生、校友 及 教職員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現名為「創知中學」）舊生∕學生∕前教職員/教職員 

粉嶺禮賢會中學 

保良局胡忠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救恩書院師生及校友 

嘉諾撒聖心書院 

聖士提反堂中學校友及師生 

賽馬會官立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學生校友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葵涌蘇浙公學校友、學生、教師及前教職員 

龍翔官立中學校友 

麗澤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校友、學生或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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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校友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香港仔工業學校舊生、校友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校友及老師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校友及師生 

迦密柏雨中學校友，同學，教職員 

迦密愛禮信中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迦密聖道中學校友及學生 

迦密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路德會協同中學舊生、學生及教師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老師、學生及校友 

裘錦秋中學(元朗)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衛理中學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藍田聖保祿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校友 

荔景天主教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聖母玫瑰書院舊生、學生、教師及前教職員 

聖文德書院舊生，學生及教職員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舊生 

聖公會李炳中學校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校友和師生 

粉嶺救恩書院校友及師生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校友、師生 

港島民生書院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深培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舊生、學生、教師及職員 

景嶺書院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英文中學舊生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播道書院師生、舊生 

德雅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德貞女子中學的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德蘭中學校友、學生、教職員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友及師生 

寶血女子中學舊生、學生、教師及前教職員 

德愛中學校友及師生 

嶺南中學校友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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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寺劉金龍中學校友 

天主教新民書院師生及舊生 

培僑書院校友及學生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校友、師生 

南屯門官立中學校友與學生 

匯知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保良局八三年總理/羅傑承(1983)中學師生及校友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師生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學生、校友、教職員 

中華基金中學校友、學生和教職員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校友、學生、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舊生、學生及教師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校友、教職員及學生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 公理書院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校友、師生 

中聖書院師生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校友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友、學生及教師 

上葵涌官立工業中學、上葵涌官立中學舊師生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校友師生舊生、學生及教師 

全港佛教中學校友及師生 

聖公會聖瑪利亞堂莫慶堯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崇真書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師生及校友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舊生、學生及教職員 

獅子會中學師生校友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師生和校友 
 

小學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師生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校友及學生 

瑪利曼中學、瑪利曼小學的學生、舊生及教師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家長、校友及教職員 

聖公會主風小學／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校友、師生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校友、學生及教職員 

北角衛理小學校友、學生及教職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中學部)校友及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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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s by Pro-Extradition Bill Groups 
 

支持修例團體聯署名單  

 
香港友好協進會 香港公共管治學會 港九漁業職工會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中國音協香港會員協會 香港生豬肉食業職工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端溪聯會 九龍生豬肉食業職工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海員工會 海產土產雜貨職工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小輪集團公司職工總會 罐頭醬油涼果業職工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職工會 港九穀米副食業職工會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水果蔬菜業職工會 雞鴨業職工會 

九龍社團聯會 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 化工礦產五金機械業職工會 

新界社團聯會暨屬會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 港九鐘錶業職工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外遊領隊協會 傢俬及紅木工藝職工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香港印刷出版媒體業工會 香港園林及樹藝專業人員總會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 善終服務人員協會 

香港青年聯會 香港空運貨站職工會 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旅遊業導師協會 衛安員工總會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 香港中藥從業員協會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香港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 中華電力公司華員職工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 香港航空業總工會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會 

世界華商聯合促進會 香港專業廚師總會 香港氣體及燃料業從業員協會 

九龍婦女聯會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 電訊盈科職工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 香港專業點心師總會 香港通訊業人員協會 

香港五邑總會 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 香港資訊科技網路工程人員

協會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香港運輸業機械操作及維修

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電訊業總工會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 香港機電業工程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梅州總商會 香港機場餐飲業僱員工會 香港 I.T.人協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香港餐飲專業技師(國家職業

資格)協會 

香港環保科技專業人員總會 

明匯智庫 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 香港電熱器具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菁英會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 香港隧道及公路幹線從業員

總會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 特許金融策略師協會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 

A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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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旅港同鄉會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雲南旅港同鄉會 國泰航空服務職工會 物業管理行政及文職人員協會 

香港海南商會 貨物裝卸運輸業職工會 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 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 議員工作人員協會 

香港重慶總會 創科及製造業人員協會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 

香港貴州聯誼會 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 香港保險業總工會 

香港山西商會 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職工會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 港旌同盟協進會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 港粵運輸司機從業員協會 香港財務策劃人員總工會 

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 飲食業行政人員協會 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工會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 飲食業潮粵籍職工會 香港專業培訓人員總會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 飲食業職工總會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新渡輪職工會 香港會計業總工會 

香港南京總會 躉船貨艇運輸業工會 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員工會 

香港工商總會 小輪業職工會 香港社工及褔利人員工會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船務從業員工會 酒店及飲食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 電器及影音從業員協會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太古集團公司職工會 零售及批發從業員協會 

湘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 香港建造業扎鐵職工會 

鄂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膠業從業員協會 香港天花間隔從業員工會 

青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玩具禮品及遊戲業工會 香港建造專業人士協會 

寧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服裝業總工會 香港坭水建築業職工會 

渝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香港建築模板業職工會 

穗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香港建造業測量、平水及工

程管理人員協會 

深圳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絲纖產品貿易服務業工會 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 

珠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造船機電鋼鐵業總工會 香港建造業機械操作及維修

專業人員協會 

新界青年聯會暨屬會 港九修造船業工會 香港建造業文職、管理及專

業人員協會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 中國互聯網協會 建造業議會員工總會 

香港義工聯盟 香島中學校友會 港九水泥混凝土工程業職工會 

香港南海同鄉總會 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 香港雕刻木器裝修工會 

政府人員協會 製衣服飾從業員協會 香港剷漆油漆維修業工會 

惠州新動力 物流從業員工會 港九船塢碼頭做木總會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 屋宇署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工會 港九籐業竹器職工總會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香港非公營機構及私家護士

協會 

港九搭棚同敬工會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 公共服務保安人員協會 港九打石雲石建造業職工會 

香港茂名同鄉總會 香港整脊治療師及護理人員

協會 

港九木匠總工會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政府衛生署員工協會 港九油漆業總工會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郵政署郵務員職工會 香港裝修及屋宇維修從業員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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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總會 政府建築署人員協會 服裝採購專業人員協會 

政府僱員工會 醫院管理局健康服務助理員

協會 

港九鞋業職業工會 

香港晋江社團總會 香港職業治療助理員協會 港九車縫業職工會 

香港南安公會 香港機構醫生協會 港九西式女服工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 香港警務處第一標準薪級員

工協會 

港九洋衣工會 

香港福建商會 地政總署產業測量主任工會 港九車衣工會 

江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僱員

總會 

上海縫業職工總會 

韶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醫院管理局員工協會 香港皮草皮革業工會 

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 駐地盤人員協會 

湛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政府物流服務僱員工會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 

汕尾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郵政署高級郵差職工會 東區協進社 

雲浮港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路政署、渠務署、土木工程署

及拓展署工程人員合併工會 

沙田居民協會 

佛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 灣仔社團活動中心義工團 

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政府機電工程署技術人員工會 灣仔社團活動中心 

莞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房屋署人員總會 灣仔區大廈聯席 

肇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協會 香港社會關注組 

河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政府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 新青年團 

中山港澳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政府水務署職工會 青年關注社 

兩岸三地青少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郵務職工會 銅鑼灣協進會 

未來之星同學會 海事署華員職工會 文娛會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 藍田油塘四山居民協會 

香港客屬總會新界分會 香港公共醫療員工協會 油塘區婦女會 

香港貴州文化交流基金 政府產業看管人員協會 油塘區街坊會 

九龍城區婦女協進會 政府技術及工程人員協會 香港鞋類專業人員協會 

晴朗婦女會 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 

妍麗會 香港公共護理機構員工協會 香港川蜀同鄉總會 

油尖旺婦女會 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職員會 觀華遊樂社 

婦女權益聯盟 香港政府配藥員工會 薈婧坊 

美孚婦女會 香港初級公務員協會 公共老友社 

青暉婦女會 醫院管理局支援職系員工協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晴牽婦女會 中華醫學會香港醫護人員協會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及

獲授權簽署人)僱員協會 

深水埗婦女聯合會 醫院管理局抽血員協會 香港木箱木業從業員工會 

中華婦女事業協會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 旅港高明同鄉會 

翠屏婦女會 香港郵政合約僱員工會 香港導遊總工會 

卓妍社 香港洋務工會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新

界西)總工會 

曉麗婦女協會 香港進出口貿易從業員協會 香港沙模玻璃工程業職工會 

寶達婦女會 暨南大學香港校友聯合會 香港打銅鐵器冷氣工程從業

員職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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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賢會 友聯船廠職工會 香港物業管理及工程技術人

員協會 

惠妍芳婦女會 香港聯合船塢集團總工會 香港機械業員協會         

油塘聚賢坊 服務業總工會 毅弘服務社 

麗港城麗賢社 麵包糖果餅業食品職工會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 

觀塘婦女發展協會 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 香港電車職工會 

油麗妍慧社 食品及飲品業僱員總會  鐵路金暉社 

東九龍婦女協會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

協會 

香港武術聯會有限公司 

新蒲崗婦女協進會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

總會 

香港南洋煙草公司職公會 

彩雲媽咪會 髮型化妝整體形象設計師總會 香港金屬焊接從業員協會 

九龍婦女聯會劉舜雯富昌互

助幼兒中心暨婦女服務中心 

香港藥業總工會 香港金屬製造業職工會 

九龍婦女聯會慧妍雅集互助

幼兒服務中心 

港九蛋業職工會 香港港口運輸業管理及文職

僱員協會 

九龍婦女聯會慧妍雅集婦女

綜合服務中心 

港九煙草業職工總會 香港農業聯合會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

員協會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滬港青年會 超市及連鎖店僱員總會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 

菁尚社 香港賽馬會僱員工會 香港環境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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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s by Pro-Extradition Bill Individuals 

 
支持修例個人聯署名單  

 

梁振英 莫華倫 施清流 

黃英豪 鄧竟成 方方 

梁美芬 蘇長榮 王惠貞 

陳勇 胡劍江 史立德 

吳秋北 陳勁 江達可 

陳曉峰 陳仲尼 周厚立 

陳曼琪 董吳玲玲 黃永光 

王庭聰 梁高美懿 朱鼎健 

龍子明 李文俊 朱鼎健 

曾智明 楊志紅 朱銘泉 

施榮懷 鄧清河 張劍 

黃楚標 馬浩文 于常海 

吳傑莊 楊莉珊 吕耀東 

樓家強 蔡毅  

劉炳章 姚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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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s by Petitions by Former Principal Officials, Civil Servants and 

Councilor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前高官議員及及各界就訴求個人聯署名單 (按刊登日期排列) 

 

6月 14日 

「愛護及服務香港的人」聯署 

布簡瓊 李鵬飛 張文光 

朱幼麟 吳靄儀 單仲偕 

余若薇 林鉅成 黃宏發 

何沛謙 施祖祥  張國柱 

何秀蘭  施莫美嫻 楊森 

李永達 陳方安生 劉慧卿 

李卓人 陳家洛 歐耀佳  

李柱銘  殷志明 黎慶寧  

李華明 梁家傑 蕭寶珍 

 

 

6月 19日 

「政府主動促進和解   各方堅守和平克制」 政商經教界聯署 

方敏生 郭國全 葉根銓 

王維基 袁天佑 蒲錦昌 

李少南 袁莎妮 蔡元雲 

李芝蘭 袁國勇 蔡少綿 

刑福增 陳恩明 盧龍光 

吳永順 陳智遠 戴健文 

沈祖堯 陳龍生 蕭偉強 

邱誠武 陳韜文 關焯照 

林一星 梁敬國 羅永聰 

林本利 梁萬福 羅慶才 

林健枝 莫宜端 蘇鑰機 

林崇智 黃英琦  

 

 

 

A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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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3日 

促特首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回 6‧12暴動定性  

布簡瓊 林鉅成 劉慧卿 

朱幼麟 施祖祥  歐耀佳  

余若薇 陳方安生 黎慶寧  

何沛謙 陳家洛 蕭寶珍 

何秀蘭  殷志明 何俊仁 

李永達 梁家傑 鄭家富 

李卓人 張文光 張玉堂 

李柱銘  單仲偕 方敏生 

李華明 黃宏發 盧子健 

李鵬飛 張國柱 練乙錚 

吳靄儀 楊森  

 

 

7月 23日 

「就調查委員會職責範圍的聯署聲明」  

王永平 吳靄儀 張國柱 

方敏生  林鉅成 單仲偕 

布簡瓊  苗學禮 黃宏發 

朱幼麟 施祖祥  楊森 

余若薇 俞宗怡  鄭家富 

何秀蘭  陳方安生  鄭經翰 

何沛謙 陳家洛  劉慧卿  

何俊仁 殷志明 歐耀佳  

李永達 梁家傑 黎慶寧 

李卓人 張文光 蕭寶珍 

李華明 張玉堂 盧子健 

李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