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請
廣
泛
傳
閱 

電 郵：hksarg_cgsa@yahoo.com.hk    網 頁：http://hk.geocities.com/hksarg_cgsa 

第十二期（2008 年 7 月）  

 
 
 
 
 
 
 

《文思》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以下簡稱「協會」）自行出版的刊物，每三個月

出版一次，內容包括會員關心的職系前途發展、晉升事宜、會務的推廣工作，以及各項培訓、

文康、旅遊及社會服務活動消息。 

會慶三周年隨筆 

「三載風雲變，大業在千秋，嘉會忙置酒，賓客滿華庭。」 

本協會於 2005 年 6 月 17 日成立至今，轉眼間已經三年。三年在古時是
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書經‧舜典有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意思是
以三年時間，去評估一個官員的功績，罷免愚昧的昏官，晉升賢良的好官。
匆匆三年，可以起翻天覆地的變化，協會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無需多言，
就讓大家去評分吧！無論如何，所有的執行委員及會員仍然是同心同德，為
會員同事的福利，以及協會的前途繼續發熱發光。 

回顧過去的三年，會務工作實不容易。協會成立之初，正值社會經濟不
景氣，政府財政緊縮，公務員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尤幸眾志成城，最終，
隨著經濟改善，現在可以一起享受成果。 

會務發展方面，從創會時幾十人開始，到現在會員人數達到一千六百
人，全賴大家的支持。希望未來再翻多一翻，協會繼續壯大。而協會開辦的
培訓課程，報讀人數踴躍，口碑良好；網頁瀏覽人次累積至二萬五千次；參
加各類興趣班、旅遊、社會服務、蛇宴活動等，超過四千人次。財政收支方
面，亦非常穩健及有盈餘。 

今年，協會決定嘗試將會慶由酒會改為晚宴形式。起初，執行委員會預
算宴開十席，取其十全十美之意。殊不知，報名情況熱烈，最終要開夠十六
席，超出原本預算的 60%，真是喜出望外，更多謝會員同事們對協會的愛戴。 

晚宴於 5 月 23 日舉行，當晚各賓客聚首一堂，場面非常熱鬧。席間，
除了嘉賓及主席的致辭外，今年多了遊戲項目及抽獎。當大家享用豐富晚膳
時，各獎項亦紛紛名花有主。到抽頭獎時，個個屏息凝視，希望自己就是那
幸運兒，獲得三日二夜廈門之旅的郵輪禮券。結果由一位女會員得到。當眾
人以為抽獎遊戲結束之際，司儀宣布，勞聯捐出手提電話一部，作為壓軸大
獎，即時大家表現雀躍，一輪緊張氣氛之後，最後由一位執行委員獲得。晚
宴亦於高潮過後接近尾聲，眾賓客皆盡興而回。 

籌備一個晚宴殊不簡單，特別是負責今次宴會的幾位執行委員，為了讓
今次的晚宴成功，他們盡心竭力。最後能夠見到眾多嘉賓會員能聚首一堂、
言笑晏晏，相信委員們的付出並沒有白費，希望明年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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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5月 16 日召開了 2008 年會員大會，會上除審議通過 07/08 年度的會務及財

政報告外，亦補選出霍慧冰女士為第二屆執行委員會的委員，並制定新一年工作規劃（見

第 3頁）。 

重組後執行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如下： 

主席 ：鄺漢泉* 

副主席 ：李敦偉* 

秘書 ：羅雪梅* 

財政 ：吳振忠* 

行政 ：林舉勳* 

政策權益委員會 

主席 ：黃秀蓮*   秘書 ：梁潔儀* 

委員 ：余業森（政研）、古維耀*（聯絡）、羅成歡*（權益）、梁志成*（申訴） 

組織公關委員會 

主席 ：曾富超*   秘書 ：麥銳穩* 

委員 ：邱玉芬（組織）、劉四妹（培訓）、郭美寶（出版）、莊麗儀*（公關） 

康樂福利委員會 

主席 ：曾玉蓮*   秘書 ：陳安狄* 

委員 ：楊婉玲（文康）、劉少波（旅遊）、霍慧冰*（服務）、劉玉媚*（福利） 

*執行委員 

 

 

 

 

 

 
 
 

選舉主任吳燕芳宣布霍慧冰獲選為執委會委員 會員聚精會神地聽取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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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目標 

一. 鞏固會員人數，發揮團隊精神 

~ 爭取在 08/09 年度本會的會員人數實質增長二百人，三大委員會於各常務會議中認真

落實規劃，以鞏固及發展會員為目標，齊心協力壯大本會。 

二. 加強工會聯繫，了解本會發展 

~ 進一步與勞聯緊密合作，加強與其他職系工會的聯繫交流，讓更多工會朋友和會員了

解本會的發展和工作目標。 

三. 完善薪酬研究，關注政策落實 

~ 做好薪酬趨勢調查的研究工作、跟進新政策的落實。 

四. 爭取晉升機會，快速處理申訴 

~ 加強維護會員權益，爭取晉升機會；加快處理會員申訴。 

五. 培養工會人才，拓寬委員視野 

~ 加強委員培訓，培養人才，拓寬視野，提升工會知識及歸屬感。 

六. 輔導會員晉升，提高工作效率 

~ 做好會員晉升遴選輔導，開展有關課程，吸納同事報讀，從而提升會員的專業技能。 

七. 做好宣傳工作，提升本會形象 

~ 做好宣傳工作，多舉辦活動；充份利用「文思」、「書訊」，及以網頁和電郵，提高本

會知名度。 

八. 舉辦文康活動，推廣健康生活 

~ 舉辦多類型文康及旅遊活動，開拓會員喜好的興趣課程。 

九. 參與義工服務，回饋社會大眾 

~ 義工隊積極參與社會服務，繼續為有需要人士出一分力。 

十. 推動福利工作，帶來優惠成果 

~ 積極尋找商號提供福利，務求為會員帶來更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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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薪酬調整 

立法會已批准了 2008/09 年度公務員薪酬調整，中低層薪金級別的加薪幅度為

5.29﹪（見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7/2008 號）。會員普遍認為加薪只能局部紓緩

過去一年生活費用急升的壓力，但不足以應付近日通脹的飆升（尤其是食物及

汽油等價格）。 

編制空缺 

2008 年 5 月 31 日 編制 空缺 

高級文書主任 526 41 

文書主任 2,451 11 

助理文書主任 7,940 392 

文書助理 8,243 380 

辦公室助理員 1,202 8 

 

總數 20,362 832 

晉升遴選 

文書助理在職轉任助理文書主任 

新一輪的轉任計劃，一般職系處共接獲約 3,400 份申請，當中有 2,400 多位申

請人符合資格。處方以申請者過往 5 年的工作評核紀錄作為進一步的甄選準

則，把面試人數減至 1,200 多位。遴選面試於 3 月 26 日開始舉行，5 月底完成，

結果則預計在 7 月公布。處方預算在今次計劃中選出合適的同事填補 200 個 ACO

空缺。 

打字員/辦公室助理員在職轉任文書助理 

一般職系處共收到 800 多份申請，當中約有 100 位 TYP 及 660 多位 OA 符合資格，

遴選面試由 4 月中開始舉行，5 月底完成，而結果則預計在 7 月公布。處方希

望能從今次計劃中選出合適的同事填補 300 多個 CA 空缺。 

 

會員如對各項議題有意見， 

請以電郵 hksarg_cgsa@yahoo.com.hk 與本會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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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到場 勞聯陳偉麟主席致詞，風趣幽默 晚宴熱鬧情況 

      

首席行政主任陳惠冰女士

頒獎與幸運會員 

立法會李鳳英議員 

頒獎與幸運會員 

首席助理秘書長朱燦培先生

頒獎與幸運會員 

     
一般職系處官員與本會委員 嘉賓與本會委員互相祝酒 為食一族 

 
 

                             
聯絡：本會執行委員會代表出席了勞聯公務員

及資助機構事務委員會於 4月 8日舉行
的「持續發展會務研討會」，與勞聯各成
員會代表交流心得。 

 培訓：繼面試預備課程後，為會員設立的
「CA-ACO」、「OA-CA」研習小組分別舉
行多次聚會，加強各參加者應付面試
的信心。部分學員在結業前更與導師
合照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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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7-8 月為會員舉辦的活動如下，歡迎會員報名參加： 

 
 活動一 ：ACO-CO 晉升遴選座談會 

由本會資深 SCO/CO 與會員討論 ACO 的晉升條件及事業發展情況，對年資尚淺

的 ACO 會員更有幫助。 

日期：2008 年 7 月 26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 2時 15 分至 4時 15 分 

地點：九龍彌敦道 771 號栢宜中心 5樓（勞聯） 

費用：全免 
 

 活動二 ：廣州番禺二天團 

參觀黃埔軍校、祈福農莊、欣賞長隆大馬戲、享用“四海一家＂環球美食

自助餐、遊覽上下九步行街、住宿廣州十甫假日大酒店。 

日期：2008 年 8 月 2-3 日（星期六、日） 

費用：會員＄820、非會員＄840、小童＄700 
 

 活動三 ：Keep Fit 緩跑訓練班 

為協助會員健身纖體、強化心肺功能、預防骨質疏鬆、增強自信，本會特

舉辦「Keep Fit 緩跑訓練班」，由長跑教練陳國蓮女士向會員講解跑姿、

速度、耐力、飲食常識等，並作實地練習。 

日期：2008 年 8 月 27 日起，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詳情請參閱本會網頁上已出版之書訊，或向以下任何一位執行委員 
查詢及報名： 

9451 5546 陳安狄先生、 9308 7860 羅雪梅女士、
9756 7029 吳振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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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本會發出「勞聯優待證」在多類型商戶購買貨品/服務，均獲會員折扣價優惠，包括： 

 深圳玉清池桑拿 

 位於深圳褔田區皇崗路高科利大廈一樓，24 小時營業，每晚有兩場民族歌

舞表演。本會會員及家屬可持有效「勞聯優待證」享有各種服務 8.3 折優惠，

並且享受免費飲食。 

免費接送地點分別有： 

 皇崗口岸行人天橋下候車處； 

 羅湖交通樓 A14 及 A18 位； 

 福田口岸天澤花園門口。 

請注意：持有效「勞聯優待證」者亦可直接前往大埔道福耀大廈二樓勞聯

登記領取 VIP 卡。 

 忠誠盆菜館 

地址：大埔汀角路大美篤村 36B 地下，電話：2662 6161 

享用“家鄉盆菜＂可獲堂食九折、外賣自取八折，車送免加一優惠。（假期

及節日暫停優惠） 

 廣益堂中西大葯房 

 地址：荃灣禾笛街 29 號地下，電話：2417 4478 

持有效「勞聯優待證」者可享以下優惠 

 所有中醫診症免收診金； 

 中藥八折優惠。 

 香港海洋公園 

由即日起，會員可以八五折優惠價購買海洋公園門票（需預先向本會福利組

陳安狄先生 9451 5546 索取優惠券） 

 

 欲知更多福利消息，請瀏覽網頁  
 

本會：http://hk.geocities.com/hksarg_cgsa/ 

勞聯：http://www.hkflu.org.hk/ 

為繼續享有眾多服務優惠，各會員請緊記續交會費，並留意換領新會員證、

2008 年勞聯優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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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08/09 年度（08 年 5月- 09 年 4 月）的會員招募運動已展開，為鼓勵會員同事入會
/續會，本會將設以下優惠（由 08 年 4月 1日起至 08 年 7月 31 日止）： 

（1） 新參加本會/原會員轉 為永久會員者，可獲＄50 百佳禮劵一張或本會限量版 T恤一件； 

（2） 新參加本會及繳交 08/09、09/10 兩年度會費者，或如已繳交 08/09 年度會費的會員，      

只要再繳交 09/10 年度會費，可獲美心餅劵（一打裝）一張。 

參加辦法簡單，同事們只要填妥下列表格，將會費存入本會中國銀行戶口

012-699-1-008955-4 （戶口名稱：HKSARG CLERICAL GRADES ASSOCIATION），並將銀行入數

紙連同填妥的表格傳真至 2897 4282。 

會員數目的多寡，直接影響到我們和政府在談判時的力量。你的參與是非常重要的！   

如有查詢，請致電 9308 7860 羅小姐或 9756 7029 吳先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條 

致：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傳真號碼：2897 4282) 

我已將以下費用存入中國銀行户口，請參閱附上銀行入數紙： 

   永久會費（＄400） 

（選擇禮品： ＄50 百佳禮劵一張 或  本會 XL / L / M / S 碼 T 恤一件） 

   08/09 年度會費（＄40） 

   09/10 年度會費（＄40）       本人早前已繳交 08/09 年度會費 

  

姓    名：_____________ 職  級：_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__ 

部    門：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  
請將各項優惠劵郵寄

到右列地址： 

 

地  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