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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通訊二零一會員通訊二零一會員通訊二零一會員通訊二零一六六六六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三三三三號號號號 
     

     
 

 
祝賀下列高級文書主任同事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回歸日獲祝賀下列高級文書主任同事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回歸日獲祝賀下列高級文書主任同事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回歸日獲祝賀下列高級文書主任同事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回歸日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嘉許狀嘉許狀嘉許狀：：：：  

 

2016 年榮譽勳章年榮譽勳章年榮譽勳章年榮譽勳章  

葉葉葉葉馮玉珍女士馮玉珍女士馮玉珍女士馮玉珍女士  (退休退休退休退休 ) 

 

2016 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溫潔媚女士溫潔媚女士溫潔媚女士溫潔媚女士  (稅稅稅稅務局務局務局務局 ) 

梁麗珠女士梁麗珠女士梁麗珠女士梁麗珠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郭慧瑩女士郭慧瑩女士郭慧瑩女士郭慧瑩女士   (香港海關香港海關香港海關香港海關 )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四四四四位同事服務政府多年位同事服務政府多年位同事服務政府多年位同事服務政府多年，，，，她們竭誠工作她們竭誠工作她們竭誠工作她們竭誠工作，，，，表現卓越表現卓越表現卓越表現卓越，，，，獲獲獲獲

得此項殊榮得此項殊榮得此項殊榮得此項殊榮，，，，實至名歸實至名歸實至名歸實至名歸。。。。獲獲獲獲獎獎獎獎除了是她們除了是她們除了是她們除了是她們的的的的個人榮耀外個人榮耀外個人榮耀外個人榮耀外，，，，亦為文書亦為文書亦為文書亦為文書

主任職系增添無限光采主任職系增添無限光采主任職系增添無限光采主任職系增添無限光采。。。。為此協會謹代表全體會員向為此協會謹代表全體會員向為此協會謹代表全體會員向為此協會謹代表全體會員向她她她她們致以衷心們致以衷心們致以衷心們致以衷心

的祝賀的祝賀的祝賀的祝賀。。。。  

 

 

 

 

 



 

炎夏已過炎夏已過炎夏已過炎夏已過，，，，初秋將至初秋將至初秋將至初秋將至，，，，又是燒烤遊樂的理想季節又是燒烤遊樂的理想季節又是燒烤遊樂的理想季節又是燒烤遊樂的理想季節。。。。本會現定本會現定本會現定本會現定

於於於於 2016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讓讓讓讓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暫時放下繁忙和緊張的工作暫時放下繁忙和緊張的工作暫時放下繁忙和緊張的工作暫時放下繁忙和緊張的工作，，，，與家人和友好一起參加這項有益身心與家人和友好一起參加這項有益身心與家人和友好一起參加這項有益身心與家人和友好一起參加這項有益身心

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在舒在舒在舒在舒適適適適、、、、輕鬆和愉快輕鬆和愉快輕鬆和愉快輕鬆和愉快的環境下的環境下的環境下的環境下，，，，讓同事們互相增進友誼讓同事們互相增進友誼讓同事們互相增進友誼讓同事們互相增進友誼。。。。

有關活動詳情及報名辦法請參閱有關活動詳情及報名辦法請參閱有關活動詳情及報名辦法請參閱有關活動詳情及報名辦法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新年度會費新年度會費新年度會費新年度會費 (2016 - 2017) 

新年度入會及續會事宜會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新年度入會及續會事宜會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新年度入會及續會事宜會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新年度入會及續會事宜會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一次過繳一次過繳一次過繳一次過繳

付港幣三佰三十元便可成為永久會員付港幣三佰三十元便可成為永久會員付港幣三佰三十元便可成為永久會員付港幣三佰三十元便可成為永久會員  (已包括永久會員費及入會已包括永久會員費及入會已包括永久會員費及入會已包括永久會員費及入會

費三十元費三十元費三十元費三十元 )，，，，亦可繳付港幣六十元亦可繳付港幣六十元亦可繳付港幣六十元亦可繳付港幣六十元  (包括年費三十元及入會費三十包括年費三十元及入會費三十包括年費三十元及入會費三十包括年費三十元及入會費三十

元元元元 )成為普通會員成為普通會員成為普通會員成為普通會員。。。。入會及續會手續非常簡單入會及續會手續非常簡單入會及續會手續非常簡單入會及續會手續非常簡單，，，，同事們只需填寫入同事們只需填寫入同事們只需填寫入同事們只需填寫入

會表格或續會表格會表格或續會表格會表格或續會表格會表格或續會表格 (有關表格可於協會網頁內下載有關表格可於協會網頁內下載有關表格可於協會網頁內下載有關表格可於協會網頁內下載 )，，，，填妥後請連同填妥後請連同填妥後請連同填妥後請連同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劃線支票抬頭寫上  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交給所屬部門的聯交給所屬部門的聯交給所屬部門的聯交給所屬部門的聯

絡主任或直接寄交以下地址給本會司庫吳麗華女士收絡主任或直接寄交以下地址給本會司庫吳麗華女士收絡主任或直接寄交以下地址給本會司庫吳麗華女士收絡主任或直接寄交以下地址給本會司庫吳麗華女士收：：：：  

九龍長沙灣道九龍長沙灣道九龍長沙灣道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號號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長沙灣政府合署長沙灣政府合署長沙灣政府合署 11 樓及樓及樓及樓及 12 樓樓樓樓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會計及物料供應組會計及物料供應組會計及物料供應組會計及物料供應組  

本會懇請各部門聯絡主任協助跟進會員續會事宜本會懇請各部門聯絡主任協助跟進會員續會事宜本會懇請各部門聯絡主任協助跟進會員續會事宜本會懇請各部門聯絡主任協助跟進會員續會事宜。。。。如有任如有任如有任如有任

何查詢何查詢何查詢何查詢，，，，請聯絡吳女士請聯絡吳女士請聯絡吳女士請聯絡吳女士，，，，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150 6161 或傳真或傳真或傳真或傳真：：：：3102 0013。。。。  

 

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零一六年九月二零一六年九月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三十三十三十日日日日 



會員通訊會員通訊會員通訊會員通訊 2016/0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  
  本會將於 11 月舉行燒烤活動，讓會員藉此機會增進同事間的聯繫。歡迎會

員攜同親友及同事報名參加，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  2016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  

地點  ：  九龍旺角西洋菜北街 430號 警察體育遊樂會新翼大樓 

(警察遊樂會 R 字 1樓 天台燒烤場） 

(太子地鐵站 A 出口 ) 

節目  ：  自助燒烤聚會  

燒烤時間  ：  下午 6 時正 – 晚上 10 時正  

費用  

 

：  會員每位$150  非會員每位 $170 

小童 90CM至 130CM每位$130  

小童 90CM以下，由成人陪同免費 

費用已包括各式燒烤食品及飲品 1 罐。  

自來酒類飲品，開瓶費＄30一支 

 

註 1：如需額外飲品可以在燒烤場小賣部自費購買。  

註 2：15位共用一個燒烤爐， 燒烤叉每位一支，餐膠碟每位一隻，

食物餐膠义每位一隻。  

註 3：燒烤場地不能自攜食物及飲品。食物只限堂食，不能帶走。 

      請珍惜食物，切勿浪費！ 

報名及繳費  

 

：  有興趣參加的會員，請填妥夾附的報名表格，於 10 月 14

日或之前傳真至下列任何一位執委。  

 

如欲查詢有關活動詳情，歡迎致電高慧玲女士或林麗餘女

士聯絡。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黃偉明   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 2150 6688 2735 2095 

文淑儀   女士 土地註冊處 2867 2919 2869 0620 

吳麗華   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2150 6161 3102 0013 

甄秀梅   女士 建築署 2867 3970 2290 2499 

黃新然   先生 破產管理署 2867 2713 2104 7151 

李敏兒   女士 機電工程署 3155 3906 2895 0293 

陳亦萍   女士 香港警務處 3660 1152 3660 1298 

林麗衡   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3102 2035 -- 

高慧玲   女士 香港警務處 2860 6539 2200 4324 

林麗餘   女士 司法機構 2825 4368 2524 2034 

杜富慈   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3903 7713 2156 2278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陳友中   先生 房屋署 2761 7121 2761 6300 

陳婉雲   女士 香港警務處 3661 9831 2786 9130 

莊淑卿   女士 香港警務處 2860 1023 2200 4430 

林婉華   女士 香港警務處 3660 1620 2811 3216 

 
 
*************************************************** **************** 

致：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秋季自助燒烤晚會  

報名表格報名表格報名表格報名表格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部門 ：＿＿＿＿＿＿＿＿＿＿＿＿ 聯絡電話：＿＿＿＿＿＿＿＿＿＿＿＿ 

電郵 ：＿＿＿＿＿＿＿＿＿＿＿＿ 

 

費用 ： 參加會員人數＿＿＿＿位 X $150 

其他參加人數＿＿＿＿位 X $170 

小童        ＿＿＿＿位 X $130 

 

合共 $____________________ 
 
 
為方便記錄，請於下列填寫同行參加親友的姓名： 

(1)  (2)  
(3)  (4)  
(5)  (6)  
(7)  (8)  

 

會員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直接將報名表格及費用交付任何一位執委  或  
� 支票抬頭請寫「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寄交本會司庫吳麗華女士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1 樓及 12 樓在職家庭及學生資

助事務處會計及物料供應組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