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態 工會動態 (2017年3月至5月)

技研社舉辦專業燈光攝影初階(二) 人像

拍攝。3

婦女部義工參加工聯會「慶祝三‧八國

際婦女節聯歡晚會」8

王宏業主席(後排右1)代表工會出席「香

港出版印刷唱片同業員協會丁酉年新春

聯歡宴會」，並任主禮嘉賓上台敬酒。

9

王宏業主席、馬紹寬會務主任、陳慧文

秘書長應邀出席「第十屆粵港澳印刷發

展論談」及「粵港澳印刷業新春聯誼晚

會」。  

10

工會理幹事及義工參加製造業總工會舉

辦的「地區幹事周年培訓」。  

美食班之「綠茶柚子芝士蛋糕」15

本會代表陳鍾鏞、林志堅、陳達堅出席勞

工處印刷三方小組座談會。23

美食班之「什果撻」。

王宏業主席、陸偉豪副主席、理事林志堅、

陳達堅代表工會參加香港印藝學會「第十

八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活動。

12

24

組織會員工友參加香港工會聯合會舉行「五．

一」國際勞動節大遊行。1

本會舉辦「歡度母親節‧東涌一天遊」活動。

王宏業主席代表工會出席「香港出版學會三

十周年會慶晚宴」。

7

美食班之「泡芙」。17
26

慶祝創會80周年，工會義工「成都、重慶、

武隆四天遊」。 

14-17

12March 三月

April 四月

May 五月

本會理事及工作人員參加香港工會聯合會舉

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暨「五‧一」

國際勞動節酒會』。 

25

陳鍾鏞副主席、王浩強理事出席職業安全局

舉行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暨「第九屆全港傑

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頒獎禮」。 

28
王宏業主席代表工會出席香港基本法推介聯

席會議主辦「紀念基本法頒布27周年研討會」。 29

香港印刷業工會
創會八十周年標誌設計比賽順利舉行
2017年是香港印刷業工會邁向80周年的新里程，

工會籌備了一系列慶祝及宣傳活動。今年三月邀

請了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學生參與「八十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共收集了

多幅設計作品。 2017年4月  8日  經 評 審 團 仔 

細 評 審 完 成 。評審團包括：本會副主席陸偉豪

先生(中)及教育部副部長林志堅先生(右1)、香港

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環境及設計學院助理教授李國

樑先生(左2)、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應用及

媒體藝術課程主任林星河先生(右2)。

獲獎作品 

亞軍：陳真紀 季軍：陳盛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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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北京印刷展見聞初夏的北京，綻放著絢麗的色彩，用火

熱的情懷迎接來自全球各地、五湖四海的

印刷界朋友。2017年5月9日，第九屆北京

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CHINAPRINT 2017）

在萬眾矚目中於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拉

開帷幕。

5月8-12日，由香港印刷業商會主辦，本會

及香港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工業

總會F H K I 協辦「2017香港印刷界北京專

業考察團」一行廿十多人的印刷界朋友們，

來到北京參觀學習和交流。

期間，考察團參觀了第九屆北京國際印刷

技術展覽館，本屆展會以市場為導向，重

點展示現今印刷市場中先進及熱門的各種

印刷技術器材和物料。

本會代表和考察團團友還拜訪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領導並留影

合照。

本會會員何明亮先生也參加了這次北京印

刷展，他有感的寫到，雖然行程緊湊，走

馬看花，但足以使人眼界大開。就規模之

大及参展商踴躍而言，中國印刷展CHINA 

PRINT 地位冠絕亞洲，僅次德國 Drupa 德

素多夫印刷展。在展會中，數碼印刷及釘

裝技術發展依舊最為奪目耀眼，相反傳统

柯式印刷技術無法逃避這個進步時代的巨

輪，逐漸失去優勢。一些與數碼印刷技術

混合設備的推陳出新，足以証明這點。而

最感觸的，莫過於對資訊科技的更新。其

發展速度之驚人，影响尤其深遠。足以使

數碼印刷應用，在不久的將來踏入興盛期，

大放異彩。

冠軍：劉嘉揚
香港理工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參觀
東莞市展色麗印刷器材有限
公司及東莞市巨泓彩色印刷
有限公司
現今的印刷客戶，大多以數據為收貨的標準，而數
據是必須要透過量度才可以檢測出來；作為印刷從
業人員，你必須要對不同量度儀器如何使用，具備
一定的知識；因此，香港印刷業工會技研社將會舉
辦參觀活動，透過講解讓參加者明白箇中的技術知
識，並且下午安排到廠實際瞭解在生產中如何應用
。名額有限，欲免向隅，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日期：2017年7月29日 (星期六)
時間：早上9:00 集合
集合地點：深圳羅湖火車站出口旁，華僑酒店門口 
費用：會員/社員：$150   非會員：$200
備註：費用包專車來回及午餐

電子商務應用和發展課堂
日期：2017年8月4日(星期五)一堂
時間：晚上7:00-10: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李蘇平先生 
費用：會員/社員：120元、非會員：180元
課程內容：電子商務往平台化、移動化、物聯網化、

智能化和去中心化的大方向發展

電子出版應用講座
日期：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7:15-9:3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鄺子器先生
費用：會員/社員：20元、非會員：50元
課程內容：
『電子出版業』發展迅速,本會將舉辦『電子出版
應用』講座，邀請講者分享及講解業界狀況，提升
業界從業人員的視野並掌握未來發展，歡迎會員同
業踴躍參加。

綠色印刷的應用及發展課堂
日期：2017年9月8日(星期五)一堂
時間：晚上7:00-10: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李蘇平先生 
費用：會員/社員：120元、非會員：180元
課程內容：綠色印刷企業尋求適合自身生存的發展

技硏

迎會慶80周年美髮造型班
日期：7月26日 (三)
時間：晚上7：30               
地點：本會會所 (天台)
導師：Cici Ng (資深髮型化妝導師)
收費：會員$45  非會員$75
備注：學員請準備座台鏡、尖尾梳等用具。

芝士波波
日期：8月16日 (三)
時間：晚上7：30                    
地點：本會會所 (天台)
收費：會員$50  非會員$80

吞拿魚酥角
日期：9月13日 (三)
時間：晚上7：30                
地點：本會會所 (天台)
收費：會員$50  非會員$80

林明頓蛋糕
日期：10月18日 (三)
時間：晚上7：30               
地點：本會會所 (天台)
收費：會員$50  非會員$80

婦女

數碼相機操作技巧全接觸
暨戶外拍攝實習
數碼相機基本操作和注意事項，老師分享拍攝心
得及構圖採光技巧。共分三堂進行，一堂理論，
一堂外影實習。最後一堂討論學員作品。
日期：2017年8月25日 (星期五) 理論堂

2017年8月26日 (星期六下午2：00) 外影實習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學員作品分享

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地點：工會會所 
導師：蔡國來先生，林志堅先生
費用：會員/社員：$180   非會員：$220

班組園地 活動 
歡迎會員、家屬及你身邊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工會活動，各項活動
請致電本會2381 4257 留位。

歡迎使用 Whatsapp / 微信專線：

69333893
各位會員只需加此號到手機通訊錄

將可收到工會最新資訊。

印刷會員專享
代報「業餘進修中心」課程 

如需工會代報的會員，請於會員報名日前7天將報名表連同支票(每科

一張支票)一併送交工會，支票抬頭「業餘進修中心」。

2017年秋季課程 會員報名日：2016年8月06日 (星期日)

2018年春季課程 會員報名日：2017年11月12日 (星期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381 4257

~本會備有業餘進修中心課程章程索取~

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工聯會推出會員大抽

獎活動。參加者只需要為香港工會聯合會屬會

或贊助會有效期會員(*即抽獎當天，會員的工

會會籍屬繳費有效期之內)即可參加抽獎，毋

需額外登記。獎品豐富，請會員密切留意得獎

名單。

會員大抽獎
滙賢牙科中心 
即 前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 

陳怡茂醫生為本會顧問醫生，一直致力提供優

質的牙科服務，為回應會員的訴求，滙賢牙科

中心將再提供新一期的牙科保健服務。

*   保健咭有效期至 30-06-2018

** 保健咭只限會員及其直系親屬 (父母、子女

及配偶) 使用 ; 

*** 使用時必需出示有效之會員証

報名及交費地點：九龍彌敦道757號威明商業

大廈1/F

保健咭可於以下診所使用：

佐敦診所        電話：2332 9334, 2332 9664

銅鑼灣診所    電話：2838 9994

會員福利

(E) 保健咭內容包括 :             $ 360

- 洗牙 一次

- 補牙 或 脫牙 一隻 (不包括智慧齒)

- 口內 x光片 兩張

- 無限次口腔檢查

日期：2017年10月27-29 (五 至 日)

收費：會員$450  家屬$500  非會員$800

行程：第一天，於香港集合乘巴士前往指定口岸過關，乘國內豪華大巴前往河源，

           午餐後遊「神光山森林公園」。

           第二天，酒店早餐後遊千年古剎「均慶寺定光佛」，午餐後遊「梁野山風景區」。

           第三天，酒店早餐後遊「洞天湖遊覽區」，午餐後乘巴士前往指定口岸過關回港。

期間：特色住 (維也納四星級酒店)

           特色玩 (AAAA級梁野山風景區「瀑布群」、千年古剎「均慶寺定光佛」)

           滋味品 (客家三寶宴、梁三野風味宴、五指毛桃宴、客家梅菜扣肉宴)

慶會慶80周年 
興甯、福建三天團
慶會慶80周年
興甯、福建三天團

旅遊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於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論壇開幕式並

主持領導人圓桌峰會。29位外國元首、

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等3位重要國

際組織負責人出席，與會代表總人數達

1500多人，其中包括850多位外方嘉賓

，涵蓋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

。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多來，已有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聯

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態度積極，以亞投行

、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

，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花開全

世界”，正逐步在各國落地。“一帶一

路”建設的初步成就舉世矚目。

交通 T r a f f i c

中歐班列
--統一啟用中歐班列名稱

【重點事件】2016年6月20日下午，國

家主席習近平同波蘭總統杜達共同見證

首列統一品牌標識的中歐班列駛入華沙

近郊的鐵路集裝箱貨運站。

文化 C u l t u r e

--“絲綢之路”萬里行
跨度最大的生態文化創意活動

【規模簡介】“絲綢之路生態文化萬里

行”活動是迄今為止歷時最長、距離最

遠、跨度最大、參與面最廣的生態文化

創意活動。利用百峰駱駝，馱載著中國

絲綢、瓷器、茶葉、書畫和經書等物資

，以徒步行走的原始形態入境哈薩克，

再以越野車接力的形式穿越亞歐11國，

最終抵達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完成約一

萬公里的行程。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

支撐平臺，以弘揚生態文化、宣導綠色

生活、共建生態文明為宗旨，向世界傳

播數千年中華民族之精華。

能源 E n e r g y

辛克雷水電站
--中方對外承建的最大水電工程

【重點事件】2016年11月18日，國家

主席習近平同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共同

出席中方援建的辛克雷水電站竣工發電

視頻連線活動。兩國元首共同按動按鈕，

辛克雷水電站正式竣工發電。

祖國面貌
圖、文 • 人民網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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