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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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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康文康文康文康、、、、旅遊及社會服務活動消息旅遊及社會服務活動消息旅遊及社會服務活動消息旅遊及社會服務活動消息。。。。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CACACACA----ACOACOACOACO 在職轉任計劃在職轉任計劃在職轉任計劃在職轉任計劃    

組織公關委員會主席 林舉勳 

過去幾年，我曾先後在協會及友會擔任不少有關的培訓工作，例如：「CO

晉升 SCO 面試精讀課程」、「CA-ACO 面試精讀課程」、「OA-CA 面試精讀課程」，

以及「新 CA 入職面試精讀課程」等，期間帶給我很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因

為能夠協助會員同事發展事業，那種喜悅和滿足並非筆墨所能形容。 

由於負責培訓課程，我有很多機會去了解參與會員同事的想法。一般而

言，他們遇到難題或障礙時，往往由於缺乏自信心而遭到挫敗。然而，只要

堅持下去，克服困難，便能重新站起來繼續前進。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說：

「人生最大的任務就是認識自己。」事實上，「自信」源於真正明白、認識和

接納自己。唯有較深層次的了解自己，全面認清事實的真相，真正的自信才

能由內心向外擴展。過程中，我們有時或會感到很痛苦，但成果往往在此中

尋。 

作為導師，我會時常提醒參與者不要過於着緊眼前的得失，需反問自己

是否已盡力而為，是否已為目標有所付出？我們知道，「機會」只留給有準備

和才能的人。回顧昔日的片段，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剛在 2010 年舉

辦的「CA–ACO 面試準備課程」，結果有二十多名參與課程的 CA 成功獲得轉

任，令我深受感動。他們有些儘管失敗過好幾次，但也不曾氣餒，而是再接

再厲地追求目標。他們的晉升，正好說明只要不斷努力，提升英文的表逹能

力，勤練中文輸入法和努力練習 MS Word 及 MS Excel，一步一步地去實踐，

最終便能踏上成功之路。 

最後，我藉此機會向各位表達一個信息，就是縱然在成長歷程中走過的

路多麼崎嶇，只要你肯努力為目標付出，必能寫下光輝的一頁，邁向新的里

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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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空缺編制空缺編制空缺編制空缺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編編編編    制制制制    空空空空    缺缺缺缺    

高級文書主任 542 24 

文書主任 2,480 75 

助理文書主任 8,338 350 

文書助理 8,164 441 

辦公室助理員 1,112 14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63620,63620,63620,636    1,0331,0331,0331,033    

在職轉任在職轉任在職轉任在職轉任////晉升遴選晉升遴選晉升遴選晉升遴選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晉升遴選面試已於 10 月 26 日完成，結果預計於 2011 年 1 月公布。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    

遴選委員會已於 11 月展開工作，結果預計於 2011 年年初公布。    

文書助理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文書助理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文書助理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文書助理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    

遴選面試結果已於 12 月公布，共有 128 名文書助理獲推薦轉任為助理文書

主任。另外，共有 8 位資深在職的文書助理由部門首長提名而成功轉任助

理文書主任。 

公開招聘公開招聘公開招聘公開招聘    

助理文書主任助理文書主任助理文書主任助理文書主任：：：：新一輪的公開招聘助理文書主任計劃已於 2010 年 12 月 24

日截止接受申請，一般職系處將於 2011 年 2 月開始為符合入職條件的申請

人安排電腦技能測試。處方希望透過是次招聘填補約 700 個助理文書主任

空缺。 

    

文書助理文書助理文書助理文書助理：：：：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已有逾 80 名新聘任人員上任，

預計整個招聘計劃於 2011 年第一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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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年參觀訪問團記趣年參觀訪問團記趣年參觀訪問團記趣年參觀訪問團記趣    

  過去三個年頭，我總要於每年的九月初在日誌簿寫上「預留」的字眼，原因就是參加

協會於十二月舉辦的參觀訪問團。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星期五），一如往年，本會執行及聯絡委員共三十二人在太子

港鐵站集合後，隨即乘旅遊車經深圳灣口岸往內地。記得曾聽過一位領隊讚賞公務員有守

時習慣，我今次就見證了這點，大家都非常守時，全程都依時開車，實在值得為我們鼓掌。 
 
  途中，團長鄺漢泉主席在車上先介紹為我們打點行程初期一切事務的隨團嘉賓- 勞聯

代表黃幼卿女士（卿姐），讓我們感到賓至如歸。接著，團長向大家講述今次訪問團目的，

分別為增加團員對國情的認識；增進團員對內地企業運作的了解；以及讓團員在輕鬆的氣

氛下應用普通話。副團長林舉勳特別提醒大家要注意言行、在高興之餘亦要顧及和維護本

會聲譽及香港公務員形像。 
 
  公務員守時，但為我們主講中國國情的廣東

省社會科學院葉和東教授比我們更準時。我們仍

在香港關口辦理過境手續時，便已收到大清早從

廣州乘車到深圳的葉教授來電，表示快要到達約

定的深圳西麗金百合酒店會議室了。為免葉教授

久等，大家趕快前去與葉教授會合。 
 
  葉教授為我們講解中國國情，不但宏觀地介紹了中國與美國、北韓、南韓、日本和其

他亞洲國家的關係；更點出國與國之間糾纏不清的互利互惡關係。此外，他又概括解說現

今中國內地的各種情況，如興建高鐵帶來的各樣好處、舉辦奧運和亞運如何帶給人民素質

上的提升、大型活動如何使人民生活環境的改善等，還列出中國現時存在如環保問題、貧

富問題、天然資源分配等的弱點，以及未來改善的國策。 
 
  短短約兩小時的講座，資料豐富詳盡，非三言兩語可記錄下來。簡單來說，講座使我

們對國家的認識大大提高，並確切體會到位於廣東省最南的香港，國家施政上早已考慮香

港的需要，只需香港政策作出配合而已。 
 
  演講結束後，大家都好像小影迷般爭先恐後與葉教授拍照留念。

午膳時，我們才知悉葉教授任職有如香港中央政策組的內地智囊團，

主要工作是為中央政府提供廣東省的研究資料，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

和參考的素材。此外，葉教授亦為不同地方的機構舉行講座，向與會

者分析國情和交流心得。我們有幸參與葉教授的講座，實在是難得的

機會，獲益良多。飯後，我們與葉教授和卿姐互相道別後，便前往參

觀內地知名品牌「比亞迪集團」的廠房，讓我們了解內地大型企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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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亞迪集團」是本港其中一間內地大型企業的上市公司，

擁有資訊科技和汽車兩大產業群的高技術民營企業，在全國建

有九大生產基地，除眾所周知的汽車產業外，還包括生產充電

電池、充電器、連接器、液晶顯示屏模組、塑膠機構件、五金

電子產品、手機按鍵、鍵盤、柔性電路板和 LED 產品等產業。

在比亞迪廠房附近的行車路，現時全採用該公司生產的太陽能

街燈，既先進又環保。大家從與比亞迪員工的交談中，發覺他

們如會員對本會一樣，均對公司深感自豪和富歸屬感。 
 

  離開比亞迪廠房已是日照西下時，大家吃過晚飯便

入住虎門最高的建築物–樓高 62 層的東莞索菲特大酒

店。我獲安排入住 42 樓，憑窗遠眺，虎門璀璨的夜景

盡收眼底。翌日清晨太陽初升時，大夥兒便圍坐 61 樓

的餐廰窗旁，一邊享用中西式自助早餐，一邊細賞太陽

從雲中「爬」出來的美景，當然也包括虎門早晨全景。 
 

  吃過早餐後是我們一段自由活動時間，有的到訪「中國服裝基地 - 黃河時裝城」；有

的享用酒店設施如游泳、健身或桑拿浴等；有的到附近四處逛街；而我則與三位「男伴」，

一行四人「打的」去虎門博物館及威遠炮台參觀。因為時間短暫，我們差點兒要用劉翔跨

欄的步速，極速在博物館內參觀，看一段段昔日銷毀鴉片的片段，然後趕往威遠炮台，在

昔日清朝與八國聯軍對抗的戰地炮台旁追思和拍照。 
 

  按原定時間返回酒店跟大隊集合後，我們再前往廣東省益力

多公司的廠房。在觀看一段有關該公司資料的片段後，我們一邊

參觀生產廠房，另一為邊品嚐新鮮的益力多飲料。原來，內地銷

售的益力多含糖量與香港是不同的，內地選擇糖份範圍最低的標

準，而香港則選擇最高的標準，所以在內地益力多是屬於健康食

品。此外，據介紹所指，益力多應放在雪櫃裏一星期才最合適飲

用，以便樽內的酵素有足夠時間發酵。此外，益力多不可讓陽光

直接照射，避免高温使酵素極速生長而導致味道變得更酸。 
 
  另一方面，益力多公司的業務不單生產傳統飲料製品，更生產保健食品、護膚品、醫

藥品和生物科研等。事實上，由於乳酸對皮膚也有益處，如果有時間的話，不妨嘗試在家

中使用益力多作為面膜的材料。 
 
  今次是個人第三年參加本會舉辦的內地參觀訪問團，每次都帶給我不同的驚喜和回

憶。藉此機會，我衷心多謝團長鄺漢泉和秘書羅雪梅的悉心安排，以及團友的積極參與和

合作，讓訪問團成功和圓滿地舉行。今日，我在撰寫本文的同時，已急不及待地在個人 2011

年的日誌簿 12 月初的位置，寫上「訪問團」的字眼了！ 

 
行政委員 羅成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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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培訓培訓培訓：：：：本會舉辦的本會舉辦的本會舉辦的本會舉辦的「「「「CACACACA----ACOACOACOACO 面試研習小組面試研習小組面試研習小組面試研習小組」，」，」，」，有有有有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20202020 位會員獲得及格成績位會員獲得及格成績位會員獲得及格成績位會員獲得及格成績，，，，成功轉任為助理成功轉任為助理成功轉任為助理成功轉任為助理

文書主任文書主任文書主任文書主任。。。。    

    公關公關公關公關：：：：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高級文書主任協會及香港特區政府一般職系高級文書主任協會及香港特區政府一般職系高級文書主任協會及香港特區政府一般職系高級文書主任協會及香港特區政府一般職系

人員協會人員協會人員協會人員協會乃勞聯所屬政府一般職系工會乃勞聯所屬政府一般職系工會乃勞聯所屬政府一般職系工會乃勞聯所屬政府一般職系工會，，，，為加為加為加為加

強三會會員間的溝通強三會會員間的溝通強三會會員間的溝通強三會會員間的溝通、、、、合作和友誼合作和友誼合作和友誼合作和友誼，，，，於於於於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12121212 月月月月10101010 日晚上合辦蛇宴聯歡日晚上合辦蛇宴聯歡日晚上合辦蛇宴聯歡日晚上合辦蛇宴聯歡。。。。    

 

 

 

（（（（導師與面試成功者喜孜孜地合照導師與面試成功者喜孜孜地合照導師與面試成功者喜孜孜地合照導師與面試成功者喜孜孜地合照）））） 
 

（（（（一般職系處官員與三會委員代表合照一般職系處官員與三會委員代表合照一般職系處官員與三會委員代表合照一般職系處官員與三會委員代表合照））））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社會福利署今年推出的義務工作推廣計劃主題為社會福利署今年推出的義務工作推廣計劃主題為社會福利署今年推出的義務工作推廣計劃主題為社會福利署今年推出的義務工作推廣計劃主題為「「「「剪義彩剪義彩剪義彩剪義彩––––將心意咭送長者將心意咭送長者將心意咭送長者將心意咭送長者」。」。」。」。為嚮應上述計為嚮應上述計為嚮應上述計為嚮應上述計

劃劃劃劃，，，，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日舉辦「「「「剪義彩製作班剪義彩製作班剪義彩製作班剪義彩製作班」，」，」，」，讓有興趣的會員即場實習製作技巧讓有興趣的會員即場實習製作技巧讓有興趣的會員即場實習製作技巧讓有興趣的會員即場實習製作技巧。。。。及後及後及後及後，，，，本會義工本會義工本會義工本會義工

於於於於12121212 月月月月18181818 日再度出動日再度出動日再度出動日再度出動，，，，探訪藍田樂齡中心長者探訪藍田樂齡中心長者探訪藍田樂齡中心長者探訪藍田樂齡中心長者。。。。義工為長者獻唱名曲義工為長者獻唱名曲義工為長者獻唱名曲義工為長者獻唱名曲、、、、玩遊戲玩遊戲玩遊戲玩遊戲，，，，還有魔術表演還有魔術表演還有魔術表演還有魔術表演，，，，逗逗逗逗

得老友記笑呵呵得老友記笑呵呵得老友記笑呵呵得老友記笑呵呵。。。。在連場精彩節目後在連場精彩節目後在連場精彩節目後在連場精彩節目後，，，，義工還向長者義工還向長者義工還向長者義工還向長者送上禮物送上禮物送上禮物送上禮物，，，，以示關懷以示關懷以示關懷以示關懷，，，，老友記都顯得依依不捨老友記都顯得依依不捨老友記都顯得依依不捨老友記都顯得依依不捨。。。。    

 

 

 

（（（（義工完成義工完成義工完成義工完成「「「「剪義彩心意咭剪義彩心意咭剪義彩心意咭剪義彩心意咭」，」，」，」，將祝福獻給長者將祝福獻給長者將祝福獻給長者將祝福獻給長者））））
 
（（（（長者們在遊戲搶答時表現精伶長者們在遊戲搶答時表現精伶長者們在遊戲搶答時表現精伶長者們在遊戲搶答時表現精伶，，，，信心十足信心十足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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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支柱，亦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希望。本年度公益金百萬
行籌得的所有善款，將全數撥作為兒童及青年提供適切照顧和支援服務，並透過不同
的發展計劃和培訓課程，讓他們在各方面獲得健康的成長。 

公益金將於 2011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舉行「新界區百萬行」，路程由
白石角海濱長廊起步，沿吐露港單車徑，步行至大埔海濱公園為終點。參加者可沿途
欣賞吐露港優美景色，亦可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路線全程長約 5.5 公里，步畢
全程約需 2 小時。 

本會覺得今次的籌款活動很有意義，所以將組隊參加，並呼籲會員多多支持，與
您的親友、同事一起參與，歡度一個極具意義的週日。當日集合時間及地點將在 2 月
下旬通知參加者。倘若當日沒有時間出席，也可以選擇贊助本會參加是次活動。有興
趣參加或贊助的會員同事，請填妥下列回條傳真回本會。如有查詢，請致電 梁女士
�9177 2208 或 霍女士�9686 6450。 

凡參加會員可獲本會蓋章一個，集齊五個蓋章，可免費換領＄50 百佳禮劵一張。 

參加者可將籌集的捐款參加者可將籌集的捐款參加者可將籌集的捐款參加者可將籌集的捐款：：：： 

（1） 以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公益金」）;或 

（2） 把捐款存入公益金於滙豐(002-325363-002)、恒生銀行(280-157553-001)或中國銀行(香

港)(031-349-0-024366-6)的賬户，並將銀行入數紙正本正本正本正本連同贊助表格(下載贊助表格：

http://www.commchest.org/filemanager/uploadfiles/events/wknt1011/sponsorform.p

df)，寄回九龍長沙灣道 1 號長勝大廈五樓「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以便集齊

後轉交公益金辦事處。 

＊ 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者，可獲公益金發出正式收據作扣稅用途 ＊ 
 

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致致致致：：：：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2897 42822897 42822897 42822897 4282))))    

� 我樂意代表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隊伍參與「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活動。 

� 我未能參與活動，但樂意贊助港幣＄________ 以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參加。 

(贊助者只須將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正本正本正本正本連同本回條寄回本會便可，不須填寫贊助表格) 

 

姓  名：__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 部  門：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攜同參加人數：____________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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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堂海天堂海天堂海天堂    

由即日起至2月28日，多種產品享有七折及買十送二優惠，買滿一千元更可多獲選兩件有 

"星"禮品，詳見本會網頁。 

香港環保照明有限公司香港環保照明有限公司香港環保照明有限公司香港環保照明有限公司    

會員可以優惠價＄638購買《單臂檯燈》，更專享三年保用，詳見本會網頁。    

彩月美容用品中心彩月美容用品中心彩月美容用品中心彩月美容用品中心    

憑會員證到彌敦道228號恒豐中心2B-18號舖，購物即送試用裝，購買品牌貨品更可享有九折優惠。 

意式高時裝店意式高時裝店意式高時裝店意式高時裝店    

憑會員證親臨彌敦道 228 號恒豐中心 2B-7 號舖，購買品牌貨品可享八至九折優惠。 

中錶有限公司中錶有限公司中錶有限公司中錶有限公司    

各類名牌手錶，一律特價發售，歡迎親臨參觀選購，詳見本會網頁。 

手袋手袋手袋手袋、、、、頸巾及飾物批發行頸巾及飾物批發行頸巾及飾物批發行頸巾及飾物批發行 

憑會員證親臨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中心B座一樓太陽城A10-10單位購物， 
可享九折優惠，大量購物另商議價。 

鴻福堂鴻福堂鴻福堂鴻福堂    

會員訂購各款湯包、龜苓膏、糖水等套票或禮劵，可享折扣優惠，詳見本會網頁。 

位元堂位元堂位元堂位元堂    

購買蟲草、參藥等貨品可享九折優惠，中成藥亦享有八五折優惠，詳見本會網頁。 

圓方眼鏡圓方眼鏡圓方眼鏡圓方眼鏡    

憑會員證於和宜合道146號瑞景大廈地下17號舖選配眼鏡連鏡片可享五折優惠，矯視療程獨享八折優惠。 

加德士電油加德士電油加德士電油加德士電油    

凡本會會員，可免費申領『加德士能源卡』，專享入油優惠，詳見本會網頁。 

美心粵菜美心粵菜美心粵菜美心粵菜    

由即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憑本會會員證惠顧美心中菜之粵菜食府，晚市可享九折優惠。 

百本中醫治療中心百本中醫治療中心百本中醫治療中心百本中醫治療中心    

憑會員證到九龍佐敦彌敦道198號寶安商業大廈10樓百本中醫治療中心就診，可獲優先預約，並享藥

費九折優惠。 

勞聯福利部勞聯福利部勞聯福利部勞聯福利部    

西餅券優惠西餅券優惠西餅券優惠西餅券優惠    

憑本會發出的會員證會員證會員證會員證////「「「「勞聯優待證勞聯優待證勞聯優待證勞聯優待證」」」」往九龍大埔道 6 號福耀大廈 2 樓勞聯勞聯勞聯勞聯

小賣部小賣部小賣部小賣部購買美心餅券或東海堂餅券、海味、小食等，可享會員特價優惠。 

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    

由即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會員可以八五折優惠價購買海洋公園門票（需預先攜帶本會有效會本會有效會本會有效會本會有效會

員證員證員證員證到各勞聯辦事處領取優惠劵，查詢電話：2776 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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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會員同事們入會/續會，及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凡本會的合資格會員（包括

永久會員及已繳交 10/11 年度會費的會員），俱已獲發「活動記錄咭」一張。持咭者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期間內，每次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類型活動，包括講

座、研討會、增值課程、興趣班、旅遊、義工服務、康樂福利…等，均獲本會蓋章一個；

集齊五個蓋章，可免費換領＄50 百佳超市禮劵一張。 

已集齊五個印章於同一張記錄咭內的會員，請填妥下列回條，連同記錄咭副本於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傳真回本會登記；本會核實後，將以電郵通知會員於 20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晚上到本會指定地點換領禮劵。 

註：� 可獲蓋章的活動項目已上載本會網頁，歡迎瀏覽； 

� 如有任何異議，本會執行委員會保留一切最終決策權。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致致致致：：：：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2897 42822897 42822897 42822897 4282))))    

我曾參加本會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以下活動： 

 日期 活動 

1   

2   

3   

4   

5   

 

請參閱附上活動記錄咭影印本。 

 

姓    名：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 部   門：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