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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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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一聲除舊歲，金雞報喜迎新春！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 林玉鳳 

我謹代表本會向各位會員親友拜年，祝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升職加薪 !! 

2017丁酉雞年將是我林玉鳳，會員親友匿稱「小鳳姐」完成超過 38年服務市民的責任，開展

人生新階段。回想於 1978年的冬天我加入政府任職文書助理(CA)，在土木工程署人事科工作；及

後晉升為二級文書主任（CO II) [現已改名為助理文書主任(ACO）] 轉任至招聘組；那期間的工作

令我擴闊視野，增廣見聞，每天都充實地渡過。抱著不斷學習，接受挑戰的精神，於 1989年被調

往前公務員事務科[現為公務員事務局]（CSB)招聘組工作及改組後，轉至公務員敍用委員會 (PSC) 

工作；我的溝通技巧、自信心也在這期間得以提昇。為符合晉升要求，及後再轉至前政府物料供應

處 (皇家倉) [現為政府物流服務署（GLD)] 總務科工作，開始接觸管理工作。晉升為一級文書主

任 (CO I) [現改為文書主任（CO)] 後，在熟識的 PSC工作，一年後積極地挑戰自己，向目標高級

文書主任這職位努力。幸運地獲得正式晉升前六個月署任，在郵政署(PO)人事部工作。繼而在食物

環境衞生署(FEHD) 、衛生署(DH) 、CSB及 GLD部門工作。 

總括職場上點滴「97回歸」、「千年蟲」、「自願退休計劃」、「公務員減薪」、「沙士」、

「H5N1」等等，有喜亦有悲，每次都有新挑戰，每次都經歷磨合、適應；但總算順心順意，得到認

同、尊重、不枉此生。 

 

除此，我有 18 年參與工會服務的經驗，包括政府

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GSCOA)、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

工會 (GEGU)、香港行政人員協會 (HKEPA)及香港特區

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HKSARGCGSA)。尤以本協會最投

入，會員蓋括所有文書職系同事。協會除為會員同事不

斷地爭取權益、晉升機會外，定期舉辦各類型工作坊、

精讀班、研習班，協助會員同事增強自信、提升競爭力。

務求面試成功，一擊即中!!  

最後我想藉以上職場、工會上分享，鼓勵各位應抱著持續學習、不怕艱辛、勇敢面對、承擔的

態度，成功必指日可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協會，祝會員人數節節上升、會務蒸蒸日上! 

 

  

海闊天空、逍遙自在、享受人生、明天會更好!! 

 

mailto:hksarg_cgsa@yahoo.com.hk
http://hksargcg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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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空缺 

 
2016年 12月 30日 編 制 空 缺 

高級文書主任 610 45 

文書主任 2,840 143 

助理文書主任 10,723 31 

文書助理 9,108 1,007 

辦公室助理員 831 143 

總數 24,112 1,369 

*不包括因同事正在放取退休前休假而開設的編制以外職位 

 

晉升遴選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遴選面試於 2016 年 10 月下旬結束，一般職系處已於

2017年 1月底將遴選結果通知申請人，共有 82名同事獲推薦署任高級文書主任 6個

月以待實任，另有 35名同事獲推薦以方便行政方式署任高級文書主任。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遴選委員會已於 2016 年 10 月中召開，結果預計將於

2017年 2月初公布。 

 

在職轉任 

文書助理轉任助理文書主任：結果已於 2016年 8月初公布，共有 337和 24名分別經

由一般申請途徑以及資深人員途徑獲聘，並已於 2016年 9月起分批到任。 

高級打字員/打字員/文書助理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處方於 2016年 12月 5日推出高級

打字員/打字員/文書助理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計劃，並於 2016年 12月 23日截止

申請，共收到 160 份申請。預計技能測驗及二級私人秘書資格檢定考試將於 2017 年

2月舉行，遴選面試則預計於 3月舉行。 

 

公開招聘 

助理文書主任及文書助理：處方已發出第一批的聘書，獲聘的助理文書主任及文書助

理已於 2016年 12月中陸續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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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訪問團 

執行委員 梁佩珊 

 

本會於 2016年 12月 16日再度舉行參觀訪問團，

藉此對內地工會的歷史、運作、發展趨勢及人才培訓

有更多認識和了解，讓我們增廣見聞，獲益不淺。期

間，大家透過參與工會活動，增進彼此友誼，拉近各

部門同事之間的距離外，同時提升對祖國和香港特區

政府的認知和歸屬感。 

 

行程首站是到廣州市總工會辦公樓，並十分榮幸得到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副主任兼廣州市總工會主席趙小穗女士的熱烈歡迎。面對這個難得的機會，團隊遂與

趙主任來個大合照。 

接著，我們在廣州市總工會國際聯絡部呂帆部長帶領下，先行

參觀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舊址，即廣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

一，也是市內其中一所保存較好的民國建築物。設於二樓的廣州工

人運動歷史陳列館，正進行《城市之光工運之路 1840-1927 年廣州

工人運動紀實》大型展覽，詳細介紹 1840年鴉片戰爭後，直至 1927

年廣州起義期間有關廣州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 

 

在豐富的午膳後，我們前往廣汽本田汽車有限公司

（HONDA）（廣汽）位於增城的工廠參觀，並由廣汽的

科長先行簡述公司的概況、產品品牌、銷售服務網絡、

人力資源架構、員工福利、人才培訓、晉升機會等…。

另一方面，廣汽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例如：捐資造林

植樹活動、防沙治沙工程和扶貧教育。 
 

此外，廣汽亦在全國各大城市致力推廣安全駕駛理念，希望有助減低交通意外發生。

接著，我們十分榮幸獲安排進入第二線和第三線工廠車間參觀，親身目睹一輛汽車的生

產流程。在環環緊扣的生產工序上、共 1800位專業員工的專注和努力，加上火光四濺的

全自動化焊裝車間，足證人類智慧與先進科技產生的互動成杲，使我們感到興奮雀躍、

歎為觀止。 

總結而言，今次廣州之行，使我們對上世紀工會的發展歷史有更多認識，並有幸參觀

廣汽汽車的生產過程，尤以焊裝車間最令人難忘，各人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並期待下

次訪問團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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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為會員舉辦的活動如下，歡迎會員報名參加： 

 

活動一 ：公益金百萬行 

2017年 2月 26日（星期日）上午舉行，由烏溪沙青年新村出發，沿馬鞍山海濱長廊，

至港鐵東鐵線大學站為終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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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長約 6公里，步畢全程約需 2小時。 

參加步行的會員可獲本會紀念 T恤一件。 

 

活動二 ：事業發展研討會暨聯歡茶敘 

介紹文書職系各職級的編制空缺、分享成功者的心得及未來晉升遴選的趨勢。 

日期：2017年 3月 1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時 15分至 4時 30分 

地點：九龍太子大埔道 6號福耀大廈 2樓勞聯會址 

費用：全免（只限本會會員） 

 

活動三 ：職安健西貢一天遊 

與會員一起前往西貢，尋幽探勝，讓會員有機會與家人朋友 

接觸大自然，藉以舒展身心。每位參加者更可獲紀念禮品一份。 

此活動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贊助。 

日期：2017年 4月 9日（星期日） 

 

附註：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 http://hksargcgsa.org.hk上已/將出版之書訊， 

各項活動參加者可獲本會蓋章一個，集齊五個蓋章，可免費換領＄50購物禮劵一張。 

查詢及報名，以電郵或傳真與本會聯絡： 

電郵： info@hksargcgsa.org.hk 

傳真： 3007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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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17/18年度（2017年 5月至 2018年 4月）的會員招募運動現已展開，為鼓勵會員同

事們入會/續會，本會將設以下優惠： 

（1） 新參加本會為永久會員/原會員轉 為永久會員者，可獲＄50購物禮劵一張； 

（2） 由 2017年 5月 1日起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凡本會的合資格會員（包括永久會員及已

繳交 17/18年度會費的會員），俱獲發「活動記錄咭」一張；持咭者在上述期間內，每次

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類型活動，包括研討會、工作坊、增值課程、興趣班、旅遊、義工服務、

康樂福利…等，均可獲本會蓋章一個，集齊五個蓋章，可免費換領＄50購物禮劵一張。 

為鼓勵更多會員推薦合資格的同事加入本會，於同期間，凡會員介紹其他未入會的同事成

為會員，該會員將可獲贈 20元的飲食禮劵；介紹同事成為永久會員，該會員更可獲贈 50元的

購物禮劵。會員可無限量地推薦同事加入本會，會員每推薦多一名會員入會，將可多獲等值禮

劵一張。 

入會/續會手續：填妥以下回條，將會費存入本會銀行戶口，傳真回本會。如有查詢，可致

電 2784 0870與本會莫小姐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條 

致：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傳真號碼：3007 3836) 

我已將以下費用存入中國銀行户口 012-699-1-008955-4 （户口名稱：HKSARG – CLERICAL 

GRADES STAFF ASSOCIATION），請參閱附上銀行入數紙。 

  永久會費（＄400）    /      17/18年度會費（＄40） 

姓名：_____________ 職級：____________ 部門：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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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禮劵/ 活動

記錄咭郵寄地址： 

姓  名 ：  

地  址 ：  

推薦人：   姓名：_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禮劵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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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經常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以促進同事對職系的歸屬
感。為確保本會能將最新的職系及活動資訊通知各位，請會
員於個人資料有所更改時盡快通知本會，以便本會更新有關
紀錄。會員可在本會網頁下載「更改資料表格」，填妥後傳真
回本會。 

 

如你知道身邊的好友是本會的會員，而他亦已因調職、
離開政府或退休而更改了聯絡資料，希望你可代為轉達上述
訊息，讓本會可盡快更新他們的資料，繼續將活動資訊交到
他們的手上。 

 

 

 

 



 

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21:00) 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3468 7383 
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3 號星光行 4 樓（港鐵尖東／尖沙咀站 L6 出口，誠品書店樓上） 
百本保留一切優惠及條款的決定權，如有任何爭議，百本保留最終決定權。 

 

 

 

 

 

 

 

 

 

 

秋冬精選 

~ 福利優惠 ~  

 

 

 

超保濕 

新店喬遷尖沙咀星光行 

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凡購買任何貨品 

即送美白專科化妝水／美容乳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