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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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會員同心互助!「公關」滿載友愛分享! 

組織公關委員會主席 文芳霞 

今年加入了組織公關委員會，更有幸擔任委員會主席一職，讓我有機會

參與多個培訓活動和公關活動的策劃、籌備及執行工作，深入體會到會員們

同心一致的團結力量，以及大家充份發揮的合作精神。  

培訓活動方面，年內為各職級會員提供既實用，又貼身的多個課程，包

括「 CO-SCO 面試精讀課程」、「 CA-ACO 面試精讀課程」、「投考 ACO 技能模擬測

驗課程」，以及「投考 ACO 面試精讀課程」等，有助提高大家的晉升機會。面

對眾多勤奮上進的會員，默默地為前途努力耕耘耕耘，自己也為之動容。事

實上，協會舉辦不同的課程，就剛好是一個良好的平台，讓他們互相分享交

流、集思廣益，從而增加個人實力及擴展思維，達致成功晉升的目標。每每

收到晉升結果之際，看到會員的名字躍然紙上，眾導師們比他們還要高興，

彼此都振奮不矣！  

組織活動方面，一如往年，我們為「 CO 晉升 SCO」、「 ACO 晉升 CO」舉辦

了多個研討會，以及「公開招聘 ACO 講座」、「事業發展交流會」和「實務工

作坊」等，藉此為會員介紹及探討職系的前景，交流未來發展動向，以及提

供最新最準確的資訊，讓會員對本身的事業前景有更多了解和肯定。我們相

信，透過活動有助不同部門的會員互相認識和溝通。若工作上遇有疑難，亦

可一起探索研究，彼此扶持，承傳工作知識，凝聚大家的歸屬感！  

各個活動背後都集合了不少委員及工作人員的努力和付出。他們犧牲私

人時間，投放精神、心思及技能，全心全意協助一個又一個的活動的順利進

行。他們的動力就是源自各位會員們的參與和支持！  

最後，我藉此機會向各委員及會員們致以衷心的謝意，無論是參與或協

助籌辦活動，若缺少了你的付出，活動是不會這麼成功的。期待日後繼續與

大家一同享受組織公關的活動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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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9月 30日 編 制 空 缺 

高級文書主任 609 37 

文書主任 2,839 102 

助理文書主任 10,678 34 

文書助理 9,106 849 

辦公室助理員 833 137 

總數 24,065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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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晉升遴選，一般職系處共收到 200多份申請。遴

選面試已於 9月初開始進行，結果預計將於 2017年初公布。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處方已邀請部門推薦合資格的助理文書主任晉升為文書

主任。晉升遴選委員會於 10月中召開，結果將於 2017年初公布。 

 
在職轉任 

文書助理轉任助理文書主任：結果已於 8 月初公布，共有 338 名經一般申請途徑及

24名經資深人員途徑的文書助理獲發聘書。 

打字員⁄辦公室助理員轉任文書助理:結果已於 7月公布。 

 

公開招聘 

助理文書主任：截至 9月底，處方共發出了全部約 2,050份聘書，當中約 1,750人已

經上任。 

文書助理：截至 8月底，處方共發出了約 1,500份聘書，當中約 1,060人已經上任。 

處方已於 2016年 8月 5日及 19日分別推出新一輪的助理文書主任及文書助理公開招

聘計劃。計劃將沿用上次的安排，包括兩個職位的電腦技能測試同步進行，同時投考

兩個職位的申請者只需要參加一次電腦技能測試等，務求加快遴選步伐，以盡快聘任

合適人員，填補各部門的空缺。技能測試已於 9 月 30 日開始舉行，遴選面試亦將於

10月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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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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藝品製作坊 

導師將製作「事事如意」及「抱抱熊」的技巧傳授給本會的義工會員，然後於探訪

活動中將製成品送贈予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為他們帶來一份關愛和貼心的祝福。 

日期：2016年 11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時至 12時 30分 

地點：九龍旺角上海街 446號富達商業大廈 1樓勞聯會址 

費用：全免（只限本會會員） 

活動二 ：職安嘉年華 

參與職安嘉年華，遊覽濕地公園，享用飽魚海鮮餐，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日期：2016年 11月 27日（星期日） 

費用：每位 110元 

活動三 ：專題講座 - 戴健文：溝通多面睇 

戴健文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理學系，八十年代初開展了他的廣播事業。在過去三十

多年，他曾在香港電台擔任不同職位，包括主持人、公共事務節目製作及管理團隊

成員。戴先生將以「溝通多面睇」為題，與本會會員分享有效的溝通技巧、如何掌

握社交網絡的趨勢、從而提升職場上同事間相處之道，內容豐富，會員不容錯過。 

日期：2016年 12月 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地點：九龍彌敦道 771號栢宜中心 5樓勞聯會址 

費用：全免（只限本會會員） 

活動四：百本之夜 - 蛇宴聯歡 

日期：2016年 12月 1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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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港鐵佐敦站 A出口） 

費用：每位＄220（每名會員可購席券最多 1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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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郵或傳真與本會聯絡： 

電郵： info@hksargcgsa.org.hk 

傳真： 3007 3836 

 



 

 

北投温泉之旅 

康樂福利委員 黃寶裕 

 

北投温泉位於台北市，交通方便，該區有多間温

泉酒店，我們選了一間附設露天風呂的酒店，方便玩

玩水浸温泉，輕鬆心情減減壓。這個露天風呂的温泉

池很特別，其中有幾個池設有按鈕啟動機關，開啟機

關後池底才會湧出氣泡，這些氣泡有按摩減壓的效

果，非常舒服。 

 

除了酒店的住客，亦有當地人前來購票浸温泉，

大人鬆鬆身心，小童戲水作樂，是假日休閒的好去

處。不過浸温泉要注意身體狀況，不宜長時間浸泡。

到北投浸温泉以外，亦可到鄰近的景點觀光，了解這

地區的歷史文物。較為人認識的有地熱谷，地熱谷的

高温泉水產生大量水蒸氣，有如置身仙境。 

 

沿著中山路慢慢走，可以到北投温泉博物館、梅庭等展館參觀，輕鬆遊覽大半天。

建議避免星期一前往參觀展館，因為大部分展館星期一為休息日。 

 

          

 

 

 

 

 

在北投温泉博物館內的大浴場                 北投車站的佈景 

 

        

 

 

 

 

行走北投與新北投之間的列車             車箱內有介紹北投旅遊資訊的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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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底湧出大量氣泡 

不斷有水蒸氣從地熱谷冒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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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秀梅 Iris Kwok，中文系碩士畢業，自由撰稿人，酷愛

中文寫作，深信文字可以改變世界。現時暫且放下安穩生

活，竭力追尋夢想。過去四年多，於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擔

任會務主任及雙月刊《勞聯報》主編。由 2011年至今擔

任文專總雙月刊《文專薈》義務編輯，擅寫人物專訪及內

容營銷( Content Marketing  )。同時亦探索中文寫作教

育之路，深信承傳之重要，盼憑藉個人創作之經驗，深入

淺出，務使新一代掌握中文寫作的方法。 

 

一花一世界 

活在香港社會，著實有很多的既定的規劃：讀書、考試、進修、做事高效率…每天接

收的資料來自 Apps、面書、網站，以「資訊爆炸」還未足以形容這個狀況！職場上，

上司要求我們如萬能俠，一副肉身備有十八般武藝，俗語說「一個打十個」！還有，

早上地鐵內一張張面如死灰的臉孔，我們都習以為常。早餐時咬住一口菠蘿油的你，

右手手指同時翻查著手機內電郵信箱，腦海裡編排一天的行程吧？忙碌，彷彿是香港

人唯一共同的主題。 

筆者近期事業上有轉變，打算告知一位朋友時，對方才表示剛遇上意外進了醫院，無

常二字再次浮在腦中。他說了一句：「與其不做而悔，倒不如先做再悔。」以示對筆

者全力支持，令筆者充滿溫暖。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麼？忙碌之中我們都忽略了照顧

自己及身邊人健康，失去了對世界的體察，缺乏了原本在孩童時代擁有過的希望、愛、

童心，最可怕的是，忘掉了自己心底的需要。 

最近重讀《小王子》一書，竟不自覺流下淚來，日復日，月復月之間，我們的初心飛

到哪裡去？我們忙得有價值嗎？你可能會回答：「搵食緊要」嘛！哪有時間談什麼風

花雪月？孤獨感彷彿是成年人的產物，書中小王子在地球與蛇相遇，有句對白叫人感

到悲涼。小王子問蛇，地球上人煙稀少，人都跑到哪裡去呢？「就是在熱鬧的人群中，

也會孤獨。」道盡了城市人的疏離，這是通訊最發達的年代，卻是人與人之間最疏離

的年代。我們可以做多一點點嗎？每人多說一句對家人、同事、朋友關心的問候，集

合起來，力量想必非比尋常！ 

除了疏離感充斥及人人馬不停蹄外，香港還是一個複製的城市，創意並未受到尊重，

人人都害怕與別人不一樣，都趕忙做同一件事，大家都容易失去自我。上班一族的確

難以離群，不是人人都是周潤發，可以如此瀟灑使用非智能電話吧！周遭的環境都需

要我們緊貼著潮流，否則就屬非我族類。誠然，我們不是出家人，不可能不從俗。只

是，我們可以盡量平衡一下，給自己片刻的安靜，離開一下手機，少進食一件垃圾食

物，愛自己多一些。等待巴士的時候，目光可以轉移至路邊的小花嗎？下班時，抬頭

便是夕陽餘暉，俯拾皆是無價的風景，何用外求？ 

相信筆者，相信「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由自己的心念作出小改變，香港必定

變得更美。 

http://go.taboola.com/largest_discovery_platform_a_ww/?get=Content&web=&traffic=Marketing&source=google&medium=cpc&campaign_name=371398082&ad_group=33513591482&ad=115160886002&keyword=&matchtype=&adpositionnone&devi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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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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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1日至 12月 15日期間繳交本會 2017/18年度的會費

及本會永久會員，均可免費獲派勞聯出品 900克年糕一個，以換領券形式於 2017年

1月 12-13日到指定地點領取。 

新參加本會為永久會員、或原會員轉為永久會員者，更可獲＄50購物禮劵一張。 

參加辦法簡單，同事們只要在本會網頁下載表格，將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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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 3836。 

備註：領取年糕需於 2016 年 12 月 16 日前將回條傳真回本會登記。未登記者

不予派發，以免浪費；年糕換領券只會寄往會員本人地址。 

為鼓勵會員推薦更多合資格的同事加入本會，凡會員介紹多一名同事入會，將

可多獲 900克年糕一個。 

如有查詢，可致電 2784 0870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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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19:00) 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2575 5600 
地址：觀塘鴻圖道 52 號百本中心 15 樓（港鐵觀塘站 B3 出口、郵政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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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美容推介~ 

 

~ 福利優惠 ~  

 

 

 

 

超保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