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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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成功路 

一般職系處在重新招聘助理文書主任後，截至十月中，約有 460 人已接受聘

任為助理文書主任並已調派到各局／部門填補現有空缺。本會歡迎這些年輕、高

學歷的新同事加入，也希望對解決文書職系斷層問題有所幫助。 

自從政府早年前凍結招聘公務員以來，文書職系人員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但

大家仍在「減薪加辛」下繼續堅守崗位，與部門攜手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及至現

時，金融海嘯對香港帶來的影響仍在持續，經濟復甦還未明朗，但公務員卻由「減

薪加辛」改為「凍薪加辛」，工作前景實在並不是一條坦途。因此，我們必須具有更

廣闊的視野配合社會的轉變，不單與其他職系人員保持良好溝通，更要和新入職的

文書同事緊密合作，與時並進，共同應對困難。 

在工作層面上，各職系人員都不可能獨善其身，必須以更開放的態度開展合作，

推動互利共嬴，更何況本是一家的公務僱員。「相互包容」是老生常談的智慧，而學

習別人的長處，改善自己的短處也是顯淺易明的道理。我們只需做到這兩點，便有

助消除彼此的隔閡，在求同存異中共同獲益。 

「互信」和「協作」有助於新舊同事建立夥伴關係，而現職同事在關切新同事

之餘，亦必須用更全面的觀點來看待自己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在逆境中存有不

少機遇，只待人員的發掘，而學習新知識往往是個人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會員同

事們應該努力進修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為轉任或晉升作好準備。 

在知識型社會，知識的生命周期不斷縮短，老化的速度不斷加快，一紙文憑受

用終生的觀念，已不合時宜。如能善用時間不斷學習，充實自己，雖不能保證成功；

但若不思進取，怨天尤人，則一定失敗！  

展望將來，為進一步幫助會員發展個人事業，本會將繼續開辦各類晉升課程，

以提升會員的技能，增強會員對晉升面試的信心。此外，我們亦會繼續保持與管方

的緊密聯繫、反映會員的需求、落實編制內的晉升職位，以及關注員工的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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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空缺 

 2009 年 8 月 31 日 編 制 空 缺 

高級文書主任 532 48 

文書主任 2,468 27 

助理文書主任 8,088 408 

文書助理 8,164 372 

辦公室助理員 1,142 132 

總數 20,394 987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一般職系處已於 7 月 21 日發出便箋邀請合資格的文書主任投考高級文書

主任，有關申請亦已於 8 月 18 日截止，遴選面試於 10 月中開始舉行。 

 

助理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 

一般職系處已於 8 月 7 日發出便箋，公布有關新一輪文書主任的晉升遴

選安排詳情。 

 

打字員/辦公室助理員在職轉任文書助理 

一般職系處已於 9 月 2 日發出便箋，邀請合資格的打字員及辦公室助理

員申請轉任為文書助理，截止日期為 9 月 23 日。 

 

公開招聘助理文書主任 

共有約 1,900 位申請人通過文書處理速度及一般商業電腦軟件應用知識

測驗，並獲邀參加 2 月至 6 月期間舉行的遴選面試。截至十月中，約有

460 人已接受聘任為助理文書主任並已調派到各局/部門填補現有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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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及牙科福利 

公務員事務局已於第七十五期通訊公布未來一年醫療 

及牙科服務的改善措施，包括： 

 發還醫療費用的撥款會增加六千零九十萬元，以應付預期會增加的公

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發還費用申請； 

 增設十一間普通牙科診療室，以加強牙科診所的服務； 

 在新界物色地方，開設一間設有六個診症室的新公務員診所；以及 

 與醫管局研究如何加強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診斷服務，例如

電腦斷層掃描、磁力共振掃描和超聲波掃描等。 

 

另外，局方亦於 9 月 11 日發出便箋（檔號：(8) in PC/700/000/1 Pt.21），

簡介申請直接支付醫院管理局提供癌病藥物的費用的程序。 

 

本會將繼續透過新成立的「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及立法會李鳳

英、葉劉淑儀及潘佩璆等議員協助，爭取改善公務員的醫療福利。 

 

重要消息： 

 

本會舊網頁已停止更新，並將於 10 月 26 日關閉，會員請登入本會

新網址瀏覽： http://hksargcg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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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我們必須具備視野、幹勁、抱負、承擔，才可以成為「領袖」，

在事業上取得成就！本會為培訓領袖人才，特舉辦一系列的活動，包括工作坊、

觀摩、交流及研討會等，引導會員做好準備，積極面對未來的挑戰。 

而系列的第一步，就是［團隊建立］工作坊！我們將在報名參加的會員裏，

揀選 30 位「領袖」，參與由專業導師主持的互動培訓，透過活動及遊戲方式，讓

參與者認識自我，發展潛能，裝備自己，與別人衷誠合作，發揮團隊精神。 

工作坊詳情： 

日期：2009 年 11 月 14 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5:30（午膳時間：一小時） 

地點：九龍土瓜灣英才徑 4號 英才職業技能培訓中心 

費用：每位＄50（本會確認名額後，才需繳交費用） 

我們誠意邀請你參加及享受這一個令人難忘的訓練課程，請於 10 月 31 日前，    

填妥下表報名。 

 
 

［團隊建立］工作坊 報名表格 

 

致：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傳真號碼：2897 4282) 

 

姓名：_____________  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__ 部門：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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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勞聯於10月 11日舉辦「職安嘉年華」，

本會超過200位會員及家屬先在麥花臣球場參

與攤位遊戲，再到尖東一間餐廳享用燒烤自助

午餐，參觀歷史博物館的「香港故事」及「百

年中國」展覽。 

培訓：60 餘位文書主任會員報讀本會舉辦

的「CO-SCO 面試精讀課程」，既分享導師

們的心得經驗，也增強面試的信心。 
 

 

（攝於香港歷史博物館門前） （攝於培訓班） 

 
旅遊：暑假期間舉辦了「深圳東莞二天團」、「挪

亞方舟一天遊」、「中山澳門二天團」及「離島

一天遊」等活動，深受會員歡迎。 

 
服務：過去一年，本會會員積極參與各項社會

服務─探訪獨居長者、協助賣旗等，支援長者

服務的機構。循道衛理於8月8日特向本會致

送嘉許狀，以感謝本會會員的服務精神。 

 

（開開心心到方舟，先拍照留念） （本會秘書羅雪梅代表接受嘉許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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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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英語練習課程 

提升會員英語溝通的能力，增強面試的信心。 

日期：2009 年 11 月 7、14、21 及 28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 2時 15 分至 4時 30 分 

地點：九龍彌敦道 771 號栢宜中心 5樓（勞聯） 

費用：＄300（只限會員參加） 

 

 活動二 ：蛇宴聯歡 

11 月及 12 月舉行的三場已滿額，現加開第四場如下： 

日期：2010 年 1 月 1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時 30 分入席 

地點：九龍佐敦道 43 號利成大廈 1樓（群生飲食） 

費用：每位＄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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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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心粵菜 

由即日起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憑本會會員證/「勞聯優待證」惠顧美心中菜

之粵菜食府，晚市可享九折優惠。 

 

Reebok 

由即日起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憑會員證到 Reebok Store 購物，可享八五折

優惠。 

地址：尖沙咀 海運大廈 2 樓 OT271 號店 及 

葵芳 Metroplaza 第一層 103 號店 

 

香港家居購物協會 

憑會員證到香港家居鰂魚涌陳列室購買各大品牌家庭電器產品，可享折扣優

惠。地址：香港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001 室（近太古港鐵站）。 

 

勞聯福利部 

西餅券優惠 

憑本會發出會員證/「勞聯優待證」往九龍大埔道 6

號福耀大廈 2 樓勞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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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勞聯僱員進修中心 提供多類型技能提升及業餘興趣課程，有興趣者可瀏覽

勞聯網頁：http://www.hkflu.org.hk/，或到中心查詢，地址：九龍彌敦道

771 號栢宜中心 5樓（太子地鐵站 E出口），電話：2787 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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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將至，本會將繼續與勞聯合作，推出新春派年糕福利活動，期望會員在

新的一年裏，事事順利，步步高陞，一年好過一年。詳情如下： 

凡普通會員於 2009 年 11 月 1 日至 2010 年 1 月 12 日前繳交本會 10/11 年度

的會費及永久會員，均可免費獲派勞聯出品 900 克年糕一個，以換領券形式

於 2010 年 2 月 5日到指定地點領取。 

新參加本會/原會員轉為永久會員者，更可獲＄50 百佳禮劵一張。 

參加辦法簡單，同事們只要在本會網頁下載表格，將因應個人所需費用存入本

會中國銀行户口 012-699-1-008955-4（户口名稱：HKSARG CLERICAL GRADES STAFF 

ASSOCIATION），並將銀行入數紙連同填妥的表格傳真至 2897 4282。 

備註：領取年糕需於 2010 年 1 月 12 日前將回條傳真回本會登記。未登記者不

予派發，以免浪費。 

如有查詢，可致電 9451 5546 陳先生或 9308 7860 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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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