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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同業：

  大家好！恭祝各位在虎年裏：“虎
虎生威、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工作順
利、家庭幸福。”！

  我們印刷業工會長期以來，全心全意維護工人權
益，為工人謀福利，得到廣大印刷業從業員的大力支
持，會員人數繼續增加。

  我們滿懷信心在新的一年裏，繼續保持旺盛士氣和團結精
神，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著重工會的自身建設，加強服務會員
工作；開展適應不同年齡、不同愛好、不同需要的會員活動，把會員
凝聚在工會的周圍，將工會工作推向新的里程。

．宏業．

  工會去年底發起探訪年長會員活動，我好榮幸成為探
訪義工團的其中一員。對我來說，既興奮又擔心，興奮的
是能擔當這項有意義的工作，擔心的是怕打擾長者寧靜的
生活。

  但事實告訴我，會員工友是十分歡迎我們去探訪的。
當日，我們快到工友家的時候，我老遠就看見這位會員工
友站在門前等候了。這些辛勤了幾十年，對社會、對工會
都有過許多貢獻的工友前輩是多麼樂意工會義工的到訪，
他們對工會這個大家庭一往情深，難以忘懷。

  他們的熱情歡迎使我感到驚訝和激動，一而再地邀請
我們留下用膳。我們從家庭閒事、退休後生活、工會近況
和社會時事都無所不談。從中瞭解到工友的健康和生活狀
況，他們有些每天晨運和下棋，或與三五知己談天說地，
論盡天下事，自得其樂地的生活著；有些則到社區當義
工，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或做一些有益社會的服務，助
人為樂，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稍有不幸者，因年老多
病，行動不便，又缺乏社會上的足夠支援，就只能呆在家
裡過著沉悶的生活。

  探訪活動，使我們瞭解到一些困難的工友確實需要更
多的關心和幫助。工友對工會的愛護和關心也溢於言表，
他們向工會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例如：維護工友權
益、為貧困者謀取福利、向政府提出政制改革的看法等。

  今次的探訪活動令我獲益良多，工友前輩的言教，更
激勵我要關心工會這個印刷工友的大家庭。

為表達對資深工會工作者及長者會員的關懷和敬意，每年一度辭舊迎新之時，工會幹
事會都會於歲晚期間分小組向這些前輩進行探訪活動，感謝他們多年來對工會工作

的支持，並期望他們對工會持續發展多提建議。

  2009年度工會幹事會組織工作人員到將軍澳、沙田、港島等區親
切慰問了一批長者會員，並為他們帶來了新春的祝福和慰問。

  在探望長者會員時，各位工作人員仔細詢問了他們的身體
情況，瞭解他們生活中存在的困難及家庭情況。並祝願他們
及其家人春節愉快，闔家幸福！

．撈依蚊．

  我已經不知不覺踏入工會十五個年頭，其間擔任工會義工多年並有幸可
參與多方面的義務工作。

  探訪亦是其中一個很好的經歷，探訪分為國外、國內，在中國曾去過四
川、下雷學校、廣州工聯會、台灣印刷公司、廣東省幾間印刷公司等。在香
港主要是探訪長者，早兩年前曾做一些糕點、頸巾等送給長者們，現在已改
用禮品裝了，什麼都好啦，都是一番心意、一些關懷、一點溫暖。

  今年探訪的長者會員中，都是印刷工會的老會員，他們都已有數十年的
會齡。今次探訪有幸能和工會主席馬紹寬同為一組及在我熟悉的地方將軍
澳。和馬主席去探訪實在太好了，因他很了解工會的歴史可與長者會員暢談
一番，說說當年、談談舊事，我亦獲益良多。我們探訪的會員中其中一位入
住長者屋，她的生活安靜有序、人也身心安泰，在交談中她流露出感激之
情。另一位男長者、與妻子同住，他性格比較沈默，但當主席談及當年公司
的朋友時他顯得有些興奮、滔滔不絕。探訪中有一位長者會員因身體不適入
住醫院，雖未能與他見面，但他的家人都很感謝工會的關心和慰問。

  這次幹事會的探訪活動大受好評，體現了
工會的凝聚力，日後工會將繼續多搞這類探
訪活動。祝印刷工會全體會員生活愉快，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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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權益！續繳會費
各位會員，如果你的會員證即將到期，為保持會藉和應享有的權益，你可選擇下列途徑繳交會費：

1. 會員可憑入數紙，到“中銀集團”各分行入數，底單作為收據並作收存；

2. 郵寄支票給本會，抬頭寫「香港印刷業工會」，背面寫上姓名及會員證編號；

3. 直接到工會交費 （可即時獲發會員證）；

4. 前往工聯會各地區服務處，業餘進修中心、工聯優惠中心、工人醫療所等福利機構繳交；

5. 「櫃員機」轉帳到工會戶口，保留收據，寫上姓名及會員證編號，傳真至工會；

 A. 在任何一間中國銀行（香港）或「櫃員機」入賬，帳號 031-351-00173301

 B. 在任何一間匯豐銀行或「櫃員機」入賬，帳號 007-107261-001

6. 會員如希望工會派員到廠收費，可與本會2381 4257聯繫。

2010年合格會員除享有多項會員福利之外，還繼續享有工聯會送出的20萬平安保險保障。

2010年繼續免費送您
      20萬平安保險
  為感謝廣大會員的長期支持，工聯會於2010年繼續免費贈予會員20萬「平安保險」。
凡16歲或以上至90歲以下的會員，於2010年交費有效期內均獲平安保險保障。

保障範圍：24小時全球各地受保，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每人最高賠償額20萬元；因意外受
傷住院每日津貼港幣250元，每人每年最高津貼為港幣3，000元 （受保人因意外住院連續3
天，保險公司第四天開始給予此保障）。

  各位會員，為免失去受保資格，請緊記於會費屆滿日前續交會費。保險計劃細則可聯絡
本會2381 4257或瀏覽工聯會網站www.ftu.org.hk

健康是本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HK$）

① 每曰住院膳宿費 （每一事故以90天為限）$450

② 每日醫生巡房費 （每一事故以90天為限）$450

③ 醫院服務費 （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10,000

④ 外科手術費 （按手術項目表賠付）$30,000

⑤ 手術室費 （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9,000

⑥ 麻醉師費 （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9,000

⑦ 專科醫生診療費 （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3,500

⑧ 每日入住政府醫院現金津貼 （每一事故以40天為限）$400

⑨ 免費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詳情請參閱保單

代會員排隊報讀
業餘進修中心夏季課程
會員報名日：2010年6月20日

  為方便會員報讀工人俱樂部業餘進修中心
課程，本會提供代會員排隊報名服務。於每季
中心課程章程派發後，有意報名的會員可憑本
會有效會員證到本會辦理代報手續。同時，必
須具備銀行支票繳交學費，並每科一張支票，
抬頭請寫「業餘進修中心」。

夏季課程代報截止日期：2010年6月12日

~本會備有業餘進修中心課程章程索取~

自動轉帳交會費

方便又快捷
成功者贈送精美禮品一份
  為方便會員工友繳交會費，免去銀行排隊繳
費費時的問題，現誠意推荐你使用銀行自動轉帳
繳交會費。凡成功申請的會員，將獲工會贈送精
美禮品一份。詳情請向工會查詢

中銀集團保險網頁有較詳細的介紹，請登入瀏覽，或致電查詢。

中銀集團保險熱線：3187 5100 網址：www.bocgroup.com/bocg-ins 

保障特點：

① 每年保費600元，保費特廉

② 妥善周全保障，24小時全球保障

③ 病者可自由選擇醫院

④ 除特殊情況外，無須體格檢驗

⑤ 免費亨有15天保單審閱期

為會員度身訂造「聯康」住院保障計劃

  2010年3月5日上午9時，十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開幕會，聽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
工作報告，審查年度計畫報告和預算報
告。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
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將堅定
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
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支持香港鞏
固並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發展優勢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支持澳
門發展旅遊休閒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

  溫家寶說，要認真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
革發展規劃綱要，積極推進港珠澳大橋等大型
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和珠海橫琴島開發，深化粵
港澳合作，密切內地與港澳的經濟聯繫。

  溫家寶說，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澳門的
堅強後盾。只要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各界人士同
心協力，包容共濟，共同維護繁榮穩定發展的
大局，香港、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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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

周志祥理事獲工聯2009年度優秀義務工會工作者
  本會理事周志祥，積極推動會員的
技能培訓工作，表現突出。他利用休息
時間，不斷為會員提供、設計各類進修課
程及技能提升活動；聯絡機構、學校與工
會合辦適應會員需求的課程，提供各類渠
道，不遺餘力地為會員爭取進修學習的機
會。並熱心為會員服務，極力介紹業界工
友加入工會這個從業員的大家庭。

香港印刷業工會 主辦

職安健有獎問答遊戲獲獎名單

葉承中 袁永祥 薛德業

李穎基 顧壽康 張偉強

羅 蓮 張梅芬 李海欣

黃漢志 林創發 謝文輝

▲ （前排右一）周志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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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會只負責組織以下行程，參加者應對自身及財物之安全
負責。凡參加活動者，自備交通費、糧水、晴雨用具，帶
身份證，穿運動鞋及長褲，自行購買適合的旅遊保險。

第五十三遊：新春登大青山頂覽印塘
日  期： 2010年3月21日（星期日）

時  間： 9:0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大埔港鐵站（新達廣場出口認旗集合）

簡  介： 大青山又名吊燈籠，山高416米為新界東北區內最高之山峰，
在此可以欣賞整個東北沉積岩區風光的最佳位置，荔枝窩，三
椏涌及印塘海盡入眼簾！

行  程： 在烏蛟騰起步經犁頭石上大青山，由此直上250米便達東北之
巔吊燈籠大休，午後經芬箕托返回烏蛟騰。

回程時間： 約15:00烏蛟騰散隊

全  程： 約步行4小時左右

難  度： ★★★★（上大青山為碎石路，及下山時須穿梭樹叢。）

第五十五遊：橋咀洲-香港地質公園
日  期： 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時  間： 9:3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鑽石山港鐵站外（冒險樂園出口認旗集合）

簡  介： 橋咀洲是香港地質公園之西貢火山岩園區內的其中一個景區，橋咀洲可以說是火
山岩流動的記憶，島上的流紋岩是火山噴發，岩漿流動過程的證據.橋咀洲與橋
頭島之間的沙堤是天然形成，地理上稱為連島沙洲，是屬於海岸沉積地貌。

行  程： 從西貢碼頭乘街渡前往橋咀洲，沿橋咀洲地質步道細看不同時期形成的火山岩，
當中包括火山角礫岩，流紋岩和條紋岩等。

回程時間： 約16:30 西貢市散隊

難  度： ★（路程輕鬆，老幼咸宜。）

第五十四遊：馬屎洲-香港地質公園
日  期： 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時  間： 9:3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大埔港鐵站（新達廣場出口認旗集合）

簡  介： 馬屎洲特別地區面積共61公頃，範圍涵蓋吐露港內的馬屎洲，
洋洲，丫洲及三門仔新村東北面的一個未命名島嶼.馬屎州特別
地區的自然教育徑位於小島東南面海旁，全長1.5公里，共有
16個景點.島上岩石變化多樣性，有斷層和褶皺構造，岩層亦發
生變形或錯斷，形態複雜.大家可透過實地觀察及細閱地質介紹
牌，了解連島沙洲及多種岩石的形成過程，以及海蝕，風化和
褶曲等的地質現象.2010年4月18日15：00後潮水低於1.5米

行  程： 乘車往三門仔，經三門仔新村前往馬屎洲。

回程時間： 約16:00 三門仔散隊

難  度： ★★（有上下山路，步程輕鬆）

第五十六遊：荔枝莊-香港地質公園
日  期： 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

時  間： 9:3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烏溪沙港鐵站外認旗集合（馬鞍山線）

簡  介： 荔枝莊是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內赤門海峽景區，荔枝莊組，這裹的沉積岩比馬屎
洲的年輕，但卻比東平洲的年老。此區的地質構造和岩石類型相當複雜，不僅有
中生代的火山沉積岩，還有凝灰岩，流紋岩，燧石及古生帶的沉積岩等多種岩石
類型，其中非常堅硬黑色硅質的燧石，便是遠古時人類用作磨擦生火的燧石.荔
枝莊碼頭附近一前灘凹凸不平的岩層，是經過地殼運動擠壓而成的山火灰沉積
岩，岩石的褶曲，斷層及層理構造清晰展現。

行  程： 乘巴士於水浪窩站下車沿村路往榕樹澳，後沿海邊小徑到達深涌大休，然後由村
後小徑上山前往荔枝莊觀賞完畢後村後小徑往白沙澳，海下。

回程時間： 約16:30海下散隊，亦可在荔枝莊散隊乘街渡前往黃石或馬料水

時間表如下：（船費$28單程）

      14:15及18:00往馬料水，到達時間，15:00及18:45

      13:15及15:45往黃石，到達時間，14:30及16:50

難  度： ★★★（路程雖然較長，但全部為鄉郊小徑）

山頂、舂磡角炮台、赤柱（遊覽線）

日  期：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開車時間： 上午9:0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旺角運動場道（太子地鐵站A出口）

行  程： 是日乘專車至山頂廣場，經柯士甸山道至山頂公園，途經古蹟「守衛
室」及昔日之山頂港督別墅，後經郊遊徑落山至夏力道出山頂廣場乘
車，中午於薄扶林翰林膳房，享用中式午膳，下午往舂磡角炮台，緬
懷昔日二次大戰之炮台，放眼南區海岸線，令人心曠神怡；繼往赤柱
遊覽，購物，全日步程約兩小時，（需上斜路）輕鬆易行，約下午五
時返抵旺角。

注意事項： 自備晴雨用具，帶身份證，穿平底鞋。

費　　用： 會員$120 非會員$125（交通費、午膳、保險費）

難　　度： ★

龍躍頭、萬彿寺（遊覽線）

日  期： 2010年6月6日（星期日）

開車時間： 上午9:0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旺角運動場道（太子地鐵站A出口）

行　　程： 是日乘空調專車至粉嶺龍躍頭，漫步文物徑，如崇謙堂、麻笏圍、有
七百多年歷史的老圍、有五百多年松嶺鄧公祠及天后廟等，中午於沙田
龍華酒店享用乳鴿餐，下午遊覽萬彿寺，沿途置有五百羅漢。全日步程
約二小時，輕鬆易行（需上斜路），約下午五時返抵旺角。

注意事項： 自備晴雨用具，帶身份證，穿平底鞋。

費　　用： 會員$133 非會員$138（交通費、午膳、保險費）

難　　度： ★

▲ 「每月一遊」遊遍香港最美的景點

▲ 「璀璨煙花賀國慶」船河

  由於一般人在英語使用上經常將擊凹凸均以Embossing作為代表，因此很多人不知道Debossing是作為Embossing的反義詞，現將其簡單分別如下：

  壓凹只需是用一般電版（字或圖案凸起），加壓力在被印體上，形成凹紋，因此相同印版可以用於燙金及印字（活版印刷）。

註：壓凹可以使用於硬及軟的物料上。

Debossing is pushing the image below the level of the paper.

Definition: In debossing an image such as a logo, a title, or other design is heat-pressed into the surface of the paper 
with a die, creating depressions rather than raised impressions as in embossing. The same technques used for 
embossing—blind, foil, and ink—can be used with debossing to create visual effects and texture. Debossing 
can be done on hard and soft covers. 

  擊凸是需要用兩版電版（公乸模，即一塊凸一塊凹），擊凸有單層次或多層次（浮雕或三維擊凸），將凸電版放在
物料下面，凹電版在物料上面，利用熱力及壓力將圖文凸出紙面。

註：擊凸在軟的物料上很難成形，故此多用於硬的物料，例如：紙或金屬片上。

Embossing represents pushing the image up above the paper.

Definition: ①The crea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r image on paper is known as embossing . Heat and pressures 
reshapes the surface of the paper to create the image. Single, multi-level, beveled, and sculptured are the 
styles of embossing. Embossing can be done on plain paper or combined with ink, images, or foil for special 
effects. ②Graphics software can simulate the three-dimensional look of embossing. 

註：以上中文為本人的註解，而英文則是從網上轉載，網址如下

http://www.printpromotionguide.com/blog/what-are-debossing-and-embossing-in-printing.php

http://desktoppub.about.com/library/glossary/bldef-debossing.htm

亦可以看以下連結的短片加深對壓凹（Debossing）與擊凸（Embossing）的分別

http://www.odeecompany.com/embossing-debossing-printing-process-video.php

陳文明註釋

技 術 研 討



設計及承印：

2010年3-12月

香港印刷業工會 工聯會油尖旺地區服務處 西九文化哺育協會 合辦

日 期 時 間 攝影專題及講者
費 用

會 員 非會員

19/03/2010

（星期五）

晚上7時30分

至9時正

花卉拍攝入門技巧

主講：郭綺珊
$10 $20

23/04/2010

（星期五）

如何拍攝文化保育專題

主講：程華健
$10 $20

28/05/2010

（星期五）

黃昏及夜景拍攝竅門

主講：陳雅龍
$10 $20

25/06/2010

（星期五）

簡便潛水攝影技巧

主講：陳雅龍
$10 $20

23/07/2010

（星期五）

人象拍攝–戶外篇

主講：程華健
$10 $20

20/08/2010

（星期五）

人象拍攝–影樓篇

主講：程華健
$10 $20

24/09/2010

（星期五）

旅遊攝影與題材構思

主講： 梁佰就
$10 $20

22/10/2010

（星期五）

舞台活動攝影

主講：梁佰就
$10 $20

19/11/2010

（星期五）

兒童及寵物攝影

主講：陳雅龍
$10 $20

17/12/2010

（星期五）

節日風景及夜間人像拍攝

主講：梁佰就
$10 $20

21/01/2011

（星期五）

煙花攝影淺談

主講：陳雅龍
$10 $20

講座地點： 旺角上海街683號3樓（化工礦產五金機械商店職工會）

報名電話： 2381 4257（香港印刷業工會）

 2393 0898（工聯會油尖旺地區服務處）
04

  歡迎會員、家屬及你身邊的朋友一起來參加工會活動，
各項活動報名請致電本會2381 4257

香港印刷業工會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合辦

「企業管理文憑課程」
   為配合從業員取得「過往資歷認可」後，可以持續進修，以增
強競爭力。「香港印刷業工會」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合作開辦
「企業管理文憑」課程，課程由「香港嶺南大學」教授。香港嶺南大
學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社會上口碑良好；本課程以中文教授及考試，
並安排在星期日上課，約需兩年完成。

  「企業管理文憑」課程已獲資歷架構認可為第四級，完成該課程
的學員可繼續銜接海外大學在港開辦的工商管理學士/碩士課程；入
學基本條件為中五畢業及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取得印刷業「過往
資歷認可」任何第三級資歷均可申請。有關課程詳細資料將在2010
年4月推出，有意報讀的會員請與工會聯絡。

「資歷架構四級認證試
印刷業生產管理」精讀班課程
目  標： 完成本課程後，學員能夠對印刷業生產管理四級認證試的

要求有全面和準確的認識，及作出適當的應試準備。學員
更能夠從模擬及實踐練習中掌握四級認證考試技巧，作進
一步達到成功認證的目標。

入學資格： ① 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或② 資歷架構三級資歷證明

課程內容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 筆試 – 多項選擇題

第二部份： 面試 – 工作背景自我介紹

第三部份： 面試 – 各單元問題解答

日  期： 6月3日至8月12日（逢星期四 共10堂）

時  間： 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

導  師： 印刷界資深導師

收  費： 會員$1000 非會員$1500

綠色印刷與管理研討會
日  期： 5月13日 （星期四）

時  間： 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

地  點： 本會會所

研  討： ＊ 印刷與環保共創雙嬴

 ＊ 環保管理的例子

主  持： 蔡榮照先生為綠藝（海外）制作市場經理，其公司成功推
行環保印刷及管理，更獲香港工業總會頒發綠色獎章！

人  數： 50人（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收  費： 會員$50 非會員$100

▲ 印刷技術講座
朱古力／提子香焦鬆餅
  今年的母親節，特別為母親製作一款優閒美點，配上一杯香濃咖啡，
送給親愛的母親，那一刻一定很溫馨。

日期：2010年4月26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盧綺敏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木糠布甸
  父親節給爸爸送上一款美味的甜品，讓他在甜蜜中渡過難忘的一天。

日期：2010年5月31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盧綺敏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焗西米蓮蓉布甸
日期：2010年6月28日

時間：晚上8時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李逸雯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DIY香薰潤唇膏及護手霜製作
  如果自己懂得DIY製作，運用天然蜜蠟及植物底油，配合不同之香薰
油，製造出獨一無二的潤唇膏和護手霜，為感謝母親的辛勞，在母親節即
將到來時，親手送給你摯愛的母親，作為一份很有心意的母親節禮物。

日期：2010年4月29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① 詳細講解及示範，製作香薰潤唇膏及護手霜的技巧

   ② 參加者可帶走自製的潤唇膏及護手霜各一枝

費用：會員$40 非會員$50

▲ 學習廚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