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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期（ 2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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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獻辭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2  陳秀娟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謹代表本會向各位會員朋友拜個年，恭祝各位猴年佼健如猴、

萬事如意、身體健康，闔府安康。 

猴是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九位，代表聰明和靈巧，容易適

應任何環境，亦能靈活變通。現今香港社會隱藏着很多變化，

無論政治議題、經濟和各種民生問題，均對社會帶來很多負

面情緒，如公屋食水含鉛、具爭議的全民退保方案、高鐵嚴

重超支、版權修訂條例事件、全港性系統評估，以及銅鑼灣

書店事件等，均導致社會矛盾劇增，引發普羅大衆對社會的

不滿。縱使如此，我們都應該抱着積極態度面對。綜觀世界萬物幾乎没有甚麼是不變的，

變幻才是永恒，有轉變才會有機遇。只要我們能團結，凝聚共識，求同存異，才會有穩

定和諧的社會。無休止的對抗和爭辯，實在是一種內耗。希望來年社會變得和諧，各界

做好充分溝通，和衷共濟，做到政通人和，化危為機。各階層都能團結起來為社會同出

分力。公務員同事能緊守崗位配合政府施政，為社會創造更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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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空缺 

 
2015年 12月 31日 編 制 空 缺 

高級文書主任 596 46 

文書主任 2,816 178 

助理文書主任 10,533 39 

文書助理 9,029 307 

辦公室助理員 872 121 

總數 23,846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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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面試已經完成，結果預計於 2016年 1月下旬公布。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晉升遴選委員會已於 11月召開，結果預計於 2016年 1

月下旬至 2月初公布。 

 

在職轉任 

文書職系轉任機密檔案室助理：截至 2015年 12月底，共 22名申請人（包括 10名助

理文書主任及 12名文書助理）已轉任為機密檔案室助理。 

 

公開招聘 

助理文書主任：截至 2015年 12月底，處方共發出了約 1,700份聘書，當中約 1,100

人已經上任。 

文書助理：截至 2015年 12月底，處方共發出了約 1,440份聘書，當中約 980人已經

上任。 

 



 

 

2016年參觀訪問團 

組織公關委員會 蔡淑薇、林美芳 

停辦兩年的交流團，於 2016年 1月 8至 9日再次舉行，實在令我們興奮萬分。透過這

個活動，除令我們對國情有更深的認識外，更可以與來自各個不同部門的同事交流，加深

彼此了解和增進友誼。 

 

當天我們到達集合地點時，多位同事已在場準備。只見大家穿著新的

制服，非常整齊及「醒神』，然後一起興緻勃勃登上旅遊車，經深圳灣口岸

前往深圳。當天的交通路況非常順利，天氣亦很好，大約於九時三十分便

到達深圳了。行程首個參觀地點是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簡稱前

海)。我們十分榮幸得到中聯辦人事處副處長黃想平先生的接待。 

 

我們先行參觀於 2013年 12 月 7 日由前海

管理局、深圳青聯和香港青協三方成立的前海

深港青年夢工場 (簡稱夢工場)。據黃先生介

紹，夢工場是服務深港及世界青年創業，幫助

廣大青年實現創業夢想的國際化服務平台。事

實上，夢工場以現代物流業、資訊、科技、文

化創意產業及專業服務為重點，培養具創新意

念的初創企業。現時約有 200 家企業在「夢工

場」內探索創新意念，並同時實踐創業計劃。

展望未來，夢工場將凝聚國際一流的創業資源，為創業者們提供優質的資源和服務，打造

具國際影響力的創新創業中心。在參觀完夢工場後，我們亦到訪前海的資源中心。前海位

於中國廣東省深圳西部的前海灣畔，佔地 15平方公里，毗鄰香港、澳門，位處整個珠三角

灣區的核心，交通便捷，四通八達，待港、深、珠大橋落成後，只需 10分鐘時間便可直達

深圳寶安國際機場，15分鐘可抵香港國際機場，30分鐘可達香港中環。截至 2014年 11月

底，前海已吸引逾 17,000 家企業進駐，而世界 500 強投資企業亦有逾 50 家在前海設立公

司，希望打做成中國的「矽谷」。 

 

 其後，我們前往位於前海，由香港企業投資的購

物城參觀，包括周大福珠寶公司、莎莎化裝品公司等。

其中最吸引我們的是商場內提供 3D 照相效果的布景

擺設，同事們紛紛排隊拍照，開心得不奕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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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完畢，我們前往由深圳統戰部(公關部門)宴請的五洲

賓館午膳，可見內地接待單位非常重視我們今次的交流團。 

 

午膳後，我們前住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比亞迪)參

觀。據資料顯示，比亞迪由王傳福先生於 1995 年創立，分別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主要從事二次充

電電池業務、手機、電腦零部件和組裝業務的資訊產業，以及包含傳統燃油汽車和新能源

汽車在內的汽車產業，並利用自身技術優勢積極發展太陽能電站、儲能電站、LED 及電動

叉車在內的其他新能源產品。比亞迪大膽創新，在能源領域積極開拓「三大綠色夢想】： 

 

電動車夢想：率先讓世界進入電動車時代，公司生產的電動車足迹遍佈不

同國家和地區，成果顯著。 

儲能電站夢想：解決電力儲存的世界性難題，實現新能源大規模使用。 

太陽能電站夢想：依托深度垂宜整合和獨創的工藝技術，他們硏製的多晶

硅，大幅度降低了太陽能應用成本，讓清潔能源普及千家萬戶。 

 

在展覽館內展示了不同年代的汽車，當中車牌印有「秦]的橙色汽車最為吸

引。經過今次的參觀，我們感受到內地對環保意識的推行較香港還要強、要好。

參觀完畢，我們便回到當晚下榻的深圳登喜路國際大酒店晚膳。 

 

 翌日，大夥兒在酒店享用早餐後，便前往中國絲綢文化博覽館，這個全

國第一家以《絲綢》為主題的國家級民營文化博覽館。館內設有絲綢文化、

工藝、產品、藝術四大主題展廰，以及剌繡文化藝術展廰。館內藏品薈萃，

有眾多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的代表作，包括三大名錦，四大名綉及各少數民

族的精美作品。此外，擁有豐富的「染」、「織」、「綉」、「編」傳統手工藝技

術。中國絲綢文化博覽館以圖文、實物加場景的模式，結合聲、光、電等現

代科技元素，讓觀者身臨其境，全方位的解讀絲綢文化，零距離的體驗絲綢

文化，更好的感受中國絲綢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參觀完絲綢館

後，大家就到了館內的 3D 館。我們當然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影相的機會，各

人都盡情地捕捉每個鏡頭，然後依依不捨地離開。 

 

總結今次的行程，我們不單對前海有深入的瞭解，更認識到電能汽車的發

展和絲綢文化的最新發展。至於膳食方面，除了中聯辦宴請的豐富午膳外，還

有五星級酒店的自助晚餐及早餐，以及品嚐了當地特色的四人抬大魚，讓大家

的味蕾得到滿足之餘，眼界也大開了，真是令人難忘，不單增長見聞外，在車程上亦一起

玩遊戲，更是人人有奬，實在是樂而忘返。雖然只有短短二天的時間相聚，但大家都己成

為了好朋友，並十分期待下次的交流團來臨。最後，藉此感謝鄺漢泉主席、羅雪梅及各位

委員的悉心安排和照顧，令訪問團順利舉行及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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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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新春一天遊 

與會員一起前往元朗〔大榮華酒家〕享用特色盆菜，參觀「屏山鄧族文物館」，每位

參加者更可獲價值＄40毛巾一套。此活動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贊助。 

日期：2016年 3月 6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上午 9時 45分 

集合地點：九龍太子大埔道 6號福耀大廈 2樓勞聯會址 

費用：每位＄150 

活動二 ：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 

日期：2016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舉行，由大埔海濱公園長廊觀景台岀發，

沿林村河畔至寶湖道小型足球場為終點。參加者可沿途欣賞吐露港及林村河畔優美

景色，全程長約 4.5公里，步畢全程約需 1.5小時。 

活動三：CA-ACO電腦技能模擬測驗 

活動四：CA-ACO面試研習小組 

預算於 2016年 4月份舉行，詳情稍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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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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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禮劵一張。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莫小姐 2784 0870或傳真 3007 3836與本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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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16/17年度（2016年 5月至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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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月 1日起至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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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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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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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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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町多醣體酵素皂 

潔面之選 

 

今季新貨精選 

 

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10:30-20:00）（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3468 7383 

地址：灣仔莊士敦道 137-139號新盛商業大廈 3樓（港鐵灣仔站 A3出口、海皇粥店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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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下載百本手機 APPS 掌握健康生活資訊 

 

 
 

 

個人護理首選  

 

  

 

 

 

薌園禮盒 

~健康滋補。養顏美肌推介~ 

 

 

原價：$198 

超值價：$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