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苏格兰议会请愿：发表您的意见 
 

欢迎收听本段简短播客。本段播客的内容有关苏格兰议会公众请愿程序以及如

何发表您自己的意见 
 
什么是请愿书？ 
它是供您向议会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书面文件，列出您希望议会做

什么以及原因。 
 
任何人都可以请愿吗？ 
是的。  
 

• 您只需要在请愿书上签名即可。 
• 对请愿者没有年龄限制。 
• 请愿书可以以任何语言和格式提交。苏格兰议会可以安排翻译或口译。 

 
我可以针对哪些方面向苏格兰议会请愿？ 
请愿书涉及的问题应在苏格兰议会的职责范围内。它们是一些被称为权利下放

的问题，包括 — 
 

 教育和终身学习 
 环境 
 企业 
 健康 
 住房 

 司法 
 当地政府 
 规划 
 警察和消防服务 
 交通 

 
您应考虑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不是议会能够处理的问题。请愿书所涉及的层面应

为国家一级，而不只是涉及个人或地方一级。如果问题太地方化，比如关闭一

所地方学校，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向地方一级反映的问题，或许可以向您当地的

议会反映。 
 
这个程序简单吗？ 
程序设计得很简单。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帮助请愿者，为他们提供有

关程序以及如何写请愿书的建议。有一个容易使用的模板供您提交请愿书。  
 
我提交了请愿书，下一步该怎么做？ 
公众请愿委员会 (Public Petitions Committee) 由 9 名苏格兰议会议员 (MSP) 
组成，它的作用是考虑受理的每一份请愿书。所以如果您的请愿书被受理，将

由该委员会来审查。委员会还将邀请一些请愿者一起参加会议，与议员们讨论

他们的请愿书。委员会可以安排口译员帮助您出席会议并解释在场的细节。 
 
委员会审查过请愿书之后，它会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通常它会写信给苏格兰

政府和其它机构，比如地方议会、卫生部门、警察部门等（视请愿书的主题而

定）。它将确定最合适的组织进行联系，然后致信提出一系列与您的请愿书相

关的问题，包括一些您可能想问的问题。当收到回复时，委员会会将它们发给



您以征求您的意见。这意味着您将有机会说出您的想法。之后，请愿书和所有

书面回复返回到委员会。委员会将持续关注请愿书，直至尽其所能。 
 
但是，请愿会带来任何结果吗？ 
会。许多请愿已经促使了法律、政府政策的更改，促使了某个问题的指导方针

的修订以及决策的更改。即使只是唤起议会对问题的注意也是一个胜利。 
 
哪里可以找到更多信息？ 
首先，何不先访问我们的网页呢？网页上提供了有关请愿的更多信息，包括一

份宣传单，和您可以使用的请愿书模板。这两份文档的语言为中文。您可以通

过下面的网址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scottish.parliament.uk/s3/committees/petitions/furtherInfo.htm  
 
此外，您可以用您的语言给公众请愿委员会写信或发电子邮件。通信地址：  
 
The Public Petitions Committee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Edinburgh, EH99 1SP 
 
电子邮件地址：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
  
您还可以拨打 0131 348 5982 与公众请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但是这

些工作人员只能用英语接听电话。如果您想用另一种语言联系委员会工作人

员，请以书面方式要求口译协助。 
 
 

mailto: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uk


 
（仅供官方使用） 
公众请愿书编号 PE      

 
请参阅表格下方的指南。 

1. 请愿者姓名 
 
 
2. 请愿书标题  
 
 
3. 请愿书正文  
呼吁苏格兰议会敦促苏格兰政府 
 
 
 
 
4. 提交请愿书之前为解决相关问题已采取的行动 
 
 
 
 
 
 
 
 
 
 
5. 请愿书背景信息  
 
 
 
 
 
 
6. 您希望您的请愿书以电子请愿书形式在议会网站上托管吗？ 
 
希望/不希望     （划掉不适用项）。如果您回答“不希望”，请转到第 9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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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子请愿书的截止日期 
 
 
8. 提供评论以促进在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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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信息（不予公开） 

 姓名 
 地址 
 
 
 

电话号码 住宅： 
 
手机： 

电子邮件地址  
请愿书签名数量  
委员会声明 
如果公众请愿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增进对您的请愿书的理解，可能会要求一名请

愿者出席发言和回答问题。如果被要求出席的话，您愿意配合吗？委员会会指

派口译员协助您。  

愿意/不愿意     （划掉不适用项）。 
 
主要请愿者签名 
当确认您的请愿书满足如何提交公众请愿书中列出的所有标准时，主要请愿者

应在下方签名并注明日期。 
 
签名          
 
日期 
完成的表格应返回— 
公众请愿委员会工作人员 
Public Petitions Committee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Edinburgh, EH99 1SP  
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uk    
 
您还可以拨打下面的电话号码联系委员会工作人员。但是，这些工作人员只能

接听英语电话。如果您想用另一种语言联系委员会工作人员，请以书面方式要

求口译协助。 
 
电话： 0131 348 5982  
传真： 0131 348 5088 
www.scottish.parliament.uk/s3/committees/petitions/index.htm
http://scottishparliamentpetitions.blogspot.com/
 
《邮政服务法案（Postal Service Act） 2000》 第 100 条规定：如在邮局交

寄，请愿书可免费寄给议会。如要使用这项服务，信封上应清楚地注明“给苏

格兰议会的请愿书（Petition to the Scottish Parliament）”，并应使用上面提

供的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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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1. 请愿者姓名： 
如果您是以个人名义提交请愿书，只需填写您的姓名。如果是代表一个团体

（例如：社区委员会）提交请愿书，那么请填写团体代表的姓名以及团体名

称，例如：玛丽⋅布朗（Mary Brown），代表某社区委员会。 
 
 
2. 请愿书标题 
应尽可能简洁，应能表达请愿书的主旨，例如：改善校车安全。 
 
 
3. 请愿书正文 
实际上为请愿书概要。您应清楚陈述您希望议会采取什么行动，例如： 
 

“呼吁苏格兰议会敦促苏格兰政府考虑建立对付反社会行为的新立法的必
要性。” 

 
这部分内容最好限制在五行文字以内。 
 
 
4. 提交请愿书之前为解决相关问题已采取的行动 
在提交请愿书之前，您应该已经尝试过解决相关问题。例如： 
 

• 针对这个问题，您找地方议会或其它公共机构商谈过什么，对方如何回

复？  
• 您曾找过当选代表（例如：地方议员、苏格兰议会议员）研究此事吗？

如果有的话，结果怎样？  
• 最近有何通告，如苏格兰政府发布过任何通告，可能与您的请愿书有关

吗？  
 
此信息对公众请愿委员会很有用，因为委员会可以了解已提出过什么问题及其

回应，并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请愿书的主旨以及委员会为何现在要考虑所提出

的问题。  
 
 
5. 背景信息  
这是模板的一个重要部分。您应在此处插入有关的真实背景信息，并陈述您为

何认为请愿书中要求的行动是必要的。委员会将请人翻译您的请愿书并分发给

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他们将在出席请愿书讨论会之前得到译稿。例如，您可

能要思考是什么导致您发起请愿？为什么必要？您希望采取什么行动？原因是

什么？您希望委员会问什么问题？希望他们问谁？（注意：这些只是您可能需

要提供的信息的参考指南）。但是，您提供的信息应限制在三页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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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提供了大量途径来宣传您的请愿书以及共享与之相关的信息。它们是 
— 
 

电子请愿书：如果您希望使用电子请愿书系统，那么您的附加信息将被公

布 在 电 子 请 愿 书 网 站 上 （ 详 情 见 下 文 ） 。
(http://e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uk/) 
网站：如果您有网站的话，何不在您的请愿书中提供网站链接呢？这样可

以让人们通过您的请愿书访问您的网站。 
视频：您可能制作了有关请愿的视频并且可能已经发布到网上（例如：

You Tube）。公众请愿委员会拥有自己的网站，它可以在那里提供您的视

频链接。如果您已经在网上发布了视频，不妨将链接转发给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团队。然后他们可以将此链接添加到委员会的网页上。 
照片：同样，您可能已经在 Picasa、Flickr 或您的社交网络主页（如：

Facebook）上发布了一些照片，那么也请告知工作人员团队。 
社交网络网站：您有 Bebo 主页吗？或者 MySpace？如果有的话，不妨

在您的请愿书上进行标示。您可以提醒人们注意您的请愿书并引导人们找

到它。 
报告、其它文献：您觉得有什么报告或其它文献对您的请愿有利吗？如果

有的话，不妨提供这些资料的网站链接（如果您可以）以便人们可以通过

您的请愿书访问它们。 
 
委员会正在尝试提供您多种选择，让您的请愿书相关信息能以不同格式呈现。

当您将基本信息输入到请愿书模板时（也就是委员会成员在请愿书讨论会时面

前的内容），委员会希望您觉得这些附加选择方便有用。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疑

问，请洽询委员会工作人员团队。 
 
6. 您希望您的请愿书以电子请愿书形式在议会网站上托管吗？ 
在您的请愿书送呈给委员会之前，您可能希望利用议会的电子请愿书系统进行

宣 传 。 这 可 以 将 您 的 请 愿 书 在 约 定 期 限 内 托 管 在 我 们 的 网 站 
(http://e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uk/) 上，以提供机会吸引更多读者以及收

集更多支持者的签名。每份电子请愿书都有专门的论坛，在那里，访客和支持

者可以针对您的请愿书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当电子请愿书托管期满

时，工作人员会按惯例对它进行安排以便接下来送呈给委员会考虑。   
 
如果您希望使用此系统，请提供进一步的必要信息。工作人员会将您的请愿书

发布到网上，因此，您无需做任何工作。 
 
7 & 8. 电子请愿书 
如果您想使用电子请愿书功能，请输入收集请愿书签名的截止日期（我们通常

建议为六周左右）。请提供一段评论为在线讨论请愿书设定环境，内容应不超

过十行。 
 
9. 管理信息 
请尽可能多地提供要求的信息。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您有的话），以方

便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系您。您还可以提供联系电话，但是必须要能用英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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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如果您想用另一种语言与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系，请以书面方式要求口译协

助。 
 
我们既不会发布也不会与其他人共享这些资料。   
 
我们推荐使用电子版请愿书，因为这样有助于快速便捷处理。我们还建议使用

电子邮件进行通信，因为这样更加迅速便利。但是请不要担心，这并不是必要

条件，就算您不使用电脑也没关系。  
 
基本上，所有的通信应发送至 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uk。 
 
更多信息 
我们希望您觉得这些指南对完成您的请愿书模板有帮助。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

信息来源 — 
 
公众请愿委员会主页 — 
www.scottish.parliament.uk/s3/committees/petitions/index.htm
 
 
The Public Petitions Committee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G.01 
Edinburgh, EH99 1SP 
电话：0131 348 5982（这些工作人员只能接听英语电话。如果您想用另一种

语言与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系，请以书面方式要求口译协助。） 
传真： 0131 348 5088 
petitions@scottish.parliamen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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