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請
廣
泛
傳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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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期（2010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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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 年度會務報告撮要 

各位會員： 

截至 2010 年 4 月 1日，本會共有會員 1,403 人，其中 429 人為永久會員。所有

受僱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文書職系公務員（高級文書主任、文書主任、助理文書主任、

文書助理及辦公室助理員），均可加入本會。各會員除可參與本會籌辦的各項活動

外，也享有本會及港九勞工社團聯會（勞聯）提供的一切福利。在過去一年，執行

委員會的工作範疇，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大類別：– 

 政策及權益 

關注薪酬趨勢調查、新入職制度、醫療及牙科福利、文書職位的增減、職系的

晉升及培訓、處理會員的申訴及提供輔導服務。 

 組織及公關 

透過舉辦座談會，收集會員同事的意見；舉辦晉升輔導講座，充實會員專業知

識；把最新消息以電郵及網頁方式通知會員，以《書訊》和《文思》詳盡地介

紹本會所舉辦的活動；舉辦聯歡晚宴，出席勞聯和其他工會的各類型典禮及活

動，加強大家的合作及交流。 

 康樂及福利 

舉辦各種文娛、體育、興趣班、本地及內地旅遊；組織義工隊、參與社會服務；

為會員提供各項購物優惠及服務，舉辦蛇宴聯歡，派贈端午粽、年糕等。 

詳細的工作報告將於五月初上載本會網頁，歡迎會員瀏覽。我們會繼續精益求

精，為會員提供更高質素的服務。我們歡迎會員將寶貴意見傳真至 2897 4282，或發

送電郵至 hksarg_cgsa@yahoo.com.hk。 

即使本會持續擴展，「會員為本」的服務宗旨仍是我們對會員不變的承諾。我

們會集合大家的力量，以團結、拼搏的精神，與時並進，自強不息，繼續為會員提

供優質服務，為協會的發展而努力。 

 執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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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全體合資格會員 
 

2010 年會員大會通知書 
 

本會今年會員大會定於 2010 年 5 月 14 日(星期五)晚上 7時，   
在九龍深水埗大埔道 6號福耀大廈 2樓勞聯總部舉行，特此通告。 

大會議程如下： 
1. 通過 2009 年會員大會的會議記錄 
2. 通過 2009/10 年度執行委員會報告 
3. 通過 2009/10 年度財政報告及經審計帳目 
4. 策劃未來會務政策 
5. 討論其他事宜 

 
 
 執行委員會秘書 羅雪梅 謹啟 
 
2010 年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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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制度 

根據政府於 2000 年實施的公務員入職制度，新聘的助理文書主任及文書助理須先按試
用條款受聘三年，再按合約條款受聘三年，然後才會獲考慮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按
公務員事務局的說法，三年試用期可讓管方評估有關人員是否勝任基本職級的工作，
隨後三年合約期則可確定他們的長遠發展潛質和條件。本會認為，人力資源是機構持
續發展的最重要元素，而文書職系人員肩負各部門不同形式的支援，為部門暢順運作
不可缺少的一環。因此，政府有責任為文書職系人員提供前景明確的職業環境，調低
長期聘用年期的梯階，以吸引和挽留具能力，有責任及充滿熱誠的員工，提高部門運
作效益，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最近，公務員事務局終於建議取消三年的合約年期，即新入職公務員日後做滿三年試
用期，表現良好便可直接變「長工」，本會歡迎局方建議。 

編制空缺 

 2010 年 2 月 28 日 編 制 空 缺 

高級文書主任 536 24 

文書主任 2,471 140 

助理文書主任 8,265 222 

文書助理 8,161 423 

辦公室助理員 1,127 124 

總數 20,560 933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一般職系處已公布遴選面試的結果，44 位文書主任獲批准署任高級文書主任六個月，
以待實任。此外，9位文書主任亦獲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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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 196 位助理文書主任於 2010 年 3 月 15 日獲晉升為文書主任。 

打字員/辦公室助理員在職轉任文書助理 

共有 29 位打字員/辦公室助理員獲推薦轉任文書助理，他們將會獲安排於四月底起陸
續轉任。 

公開招聘 

助理文書主任 

截至 3月底為止，約有 950 人接受聘任，其中 839 人已上任。 

文書助理 

有關招聘於 3月 12 日截止申請。一般職系處將於 6月底前發信邀請申請人參加中英
文文書處理速度測試和電腦技能測驗。如申請人未獲邀參加上述測驗，則可視作已落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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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朋滿座，賓客盈庭。」正好形容 2010 年 3 月 5

日協會在九龍彌敦道彩福宴會廳舉行 5 周年會慶聯歡
晚宴的情況，共有超過二百多位嘉賓、會員同事到場
參加，濟濟一堂。大家對協會的鼎力支持，即是對委
員們的一份激勵。 

 
 
 
 

晚宴開始前，大會司儀邀請協會主席鄺漢泉先生
上台致辭。鄺主席首先感謝蒞臨是次晚宴的嘉賓和會
員同事，並簡單扼要地介紹了協會五年來的發展：包
括為會員爭取權益、舉辦培訓課程及康樂福利活動等
等。此外，他承諾繼續推動協會會務發展，即使會員
人數錄得持續上升，執行委員會各委員依然以團結、
拼搏的精神，為會員提供優質服務；另一方面，他呼
籲大家繼續支持協會，為協會的發展而努力。 

 
 

接著是勞聯副主席吳慧儀女士致辭，她除了祝賀協會成立
五周年外，亦祝願協會工作順利、會務蒸蒸日上。 

 
 
 

 
出席當晚宴會的嘉賓還有一般職系處長陳念德先

生、首席行政主任梁銳忠先生、總行政主任梁美美女
士、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員工關係）朱燦
培先生等多名高級官員；港九勞工社團聯會多名理
事；各友好工會主席，以及協會義務核數師區建和先
生、義務法律顧問楊浩然律師等，筵開二十一席，熠
熠生輝，場面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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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席之先，每位參加者都獲贈精美環

保袋一個，作為答謝大家蒞臨參加晚宴的
紀念品。此外，大會為增加歡樂氣氛，首
個節目是由協會副主席李敦偉先生抽枱
獎，繼而邀請協會秘書羅雪梅女士上台抽
出兩個獎項，作為當晚幸運大抽獎的前
奏。首名中獎者竟是其中一位司儀，即時
引起全場哄動，大家都希望自己能夠成為
下一個幸運兒。 
 

吃過兩道菜之後，為要推高晚宴進行的熱烈氣氛，
司儀邀請了部分執行委員上台表演，包括唱歌及玩遊
戲，他們投入的表現，讓嘉賓、會員同事們感到協會委
員不單能幹，更是多才多藝，以及能夠發揮良好的團隊
精神。如在玩遊戲時，有委員需要其他人參與才能完成
指定的動作，有數位委員就義不容辭走出來協助，這是
委員們相互協作的最佳例證。 

 
當大家繼續享用美食的同時，司儀陸續邀請嘉

賓上台抽獎。幸運大抽獎的獎品非常豐富，包括電
器、現金券、食品、燕窩，以及美食套餐禮券等等，
頭獎則是南中國海忘憂之旅豪華窗戶海景客房（兩
位）一晚的郵輪禮券。 

 
 
 
 
 
 

獲獎幸運兒還包括處長陳念德先生，他隨即慷慨地將獎品
交回大會，給予其他人多一次得獎機會。其後，陳處長擔任最
後一輪的抽獎嘉賓，並在抽獎完畢時鼓勵協會繼續發展，以及
激勵一般職系同事努力工作。 
 

 
在籌備這次聯歡晚宴期間，我們深感欣

慰，因為大家通力合作，在無壓力之餘，還加
添了一份溫馨。我們都很享受一同籌劃、挑選
禮物、買禮物、包禮物、做襟花等，實在有一
份自家人的感覺。最後在一片的掌聲及歡樂聲
中，晚宴圓滿結束，各委員所付出的努力總算
沒有白費。 

 
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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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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CO 晉升遴選研討會 

介紹 SCO 的編制空缺、晉升遴選準則、面試準備方法及分享成功者的心

得。 

日期：2010 年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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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免（只限會員參加） 

 

 活動二 ：ACO-CO 晉升遴選研討會 

介紹 CO 的編制空缺、晉升遴選準則、事業發展及分享成功者的心得。 

日期：2010 年 6 月 5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 

地點：九龍大埔道 6號福耀大廈 2樓（勞聯） 

費用：全免（只限會員參加） 

 

 活動三 ：CA 事業前景研討會 

替會員準備新一輪的「在職轉任計劃」。 

日期：2010 年 6 月 19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 

地點：九龍大埔道 6號福耀大廈 2樓（勞聯） 

費用：全免（只限會員參加） 

 

詳情請參閱本會網頁上已出版之書訊， 

查詢及報名，以電郵或傳真與本會聯絡： 

電郵： hksarg_cgsa@yahoo.com.hk  
傳真： 2897 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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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心粵菜 

由即日起至 2010 年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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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元堂 

由 2010 年 4 月 15 日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憑本會會員證到位元堂各店購買中

藥或中醫診症，可享折扣優惠。 

高信行 

憑本會會員證到深水埗福華街 9號地下高信行購買各款成衣，可享折扣優惠。 

Snatch Trading Co. 

憑本會會員證到九龍青山道 489 號香港工業中心 B座一樓 A10-10 舖購買各款

飾物、手袋、頸巾，可享折扣優惠。 

勞聯福利部 

西餅券優惠 

憑本會發出的會員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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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本會 10/11 年度（2010 年 5 月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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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會員轉 為永久會員者，可獲＄50 百佳禮劵一張（優惠期由 2010

年 4 月 15 日起至 2010 年 7 月 31 日止）； 

（2） 由 2010 年 5 月 1 日起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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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年度會費的會員），俱可獲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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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講座、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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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超市禮劵一張。 

入會/續會辦法簡單，同事們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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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數紙連同以下填妥的回條傳真至 2897 4282。 

如有查詢，請以電郵或傳真與本會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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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年度會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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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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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百佳禮劵/

活動記錄咭郵

寄到右列地址： 

姓  名 ：  

地  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