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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刷業工會成立七十三周年

會 慶 特 刊

HONG KONG PRINTING INDUSTRY  WORKERS UNION

會務工作報告   理事會

  關心香港發展，維護《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治國方針的落實，
是我們應有的義務。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2007
年12月有關的決定。去年11月公佈了《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諮詢文件》，工會理事會認為：諮詢文件以香港整體社會利益為重，既考慮
了香港各界意見，又體現了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制的原則，為香港最終實現
普選邁出了重要一步。我們發動工作人員和義工，積極參加工聯會發起「支
持政改向前走 民主步伐不停留」街頭簽名活動和「為普選 撐政府」集會遊
行，支持政制向前走。

  一年來，我們還組織和參與了多項的愛國愛港活動。例如：慶祝
“五一”勞動節，參加勞工界舉辦的「創造就業  增加工資  改善生活」大
遊行，向政府提出工人的訴求，為勞工爭取權益；“七一”回歸紀念日，參
加香港各界慶回歸大巡遊，表達了我們的喜悅心情，體現了和諧、團結的氣
氛；為慶祝國慶六十周年，工會開展了系列慶祝活動：「國慶60周年專題
報告」、「慶國慶60周年暨新一屆幹事會成立」酒會，還有「璀璨煙花賀
國慶」船河等等。通過這些活動，會員代表深刻體會到，新中國成立六十
年，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們國家的現代化
建設如火如荼，綜合國力增強，經濟
迅速發展，我們作為中華兒女的一份
子都為此感到無比自豪和驕傲。

  我們還參加了「製總」
舉辦的「同心對抗逆境 製
造快樂明天」嘉年華活動、
還有旅遊聚餐、時事熱點
“雙月講”等活動，凝聚了
一批會員，鍛鍊了我們的義
工。

  新一屆理事會成立以來，將發展、鞏固會員，培養工作人員作為工會的
重點。去年9月，成立了新一屆的幹事會，他們定期通報聯絡會員，開展各
項活動的情況，充份發揮了會員和工會溝通的橋樑作用。

  我們還繼續積極開展廠部基層活動，現時，印刷行業還有3萬多從業
員，發展會員有好大的空間。在工作人員相對多的廠區開展活動，到廠宣傳
會務，接觸工友，把工會的信息直接傳遞給會員。去年12月份，我們在觀
塘區舉辦了蛇宴聚餐活動，筵開12圍，有近百名觀塘區的會員工友參加，
場面熱鬧，亦增強了我們開展廠區聯絡的信心。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
衝擊著全港，經濟逆境令大部分打工仔對就業不
保深感憂慮，工會開展了信訪、問卷、電訪會
員活動，關心會員職業生活，瞭解他們的生活
所需，提供協助平台，得到不少會員的積極
回應。我們還動員義工及時探訪一些生活困
難，或長期患病的會員，以及年長的會員，
使會員、家屬親身感受到工會大家庭的溫
暖，增強了工會的凝聚力，對鞏固會員起了
積極作用，提升了工會的影響力。

  去年，工會繼續派出代表參與「職安局印刷及出版委員會」、「職
訓局印刷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以及「印刷及出版行業培訓諮詢委員
會」「印刷業技能提升計劃委員會」「勞工處三方小組」等政府各職能
部門，發揮工會維權的職能。我們還和商會、友會、學會以及學術團體
合作開展業界的各項活動。

  進修提升，不斷自我增值是當今新一代會員的迫切需求，因而我們
除了開辦各項專業課程外，還想辦法為會員爭取更多獲取學位文憑的途
徑。最近，我們還和學術團體合辦了「企業管理文憑課程」，使業界從
業員有更多進修的機會，應對21世紀全球化和知識型經濟的競爭。

  藉著政府「資歷架構」的推行，我
們繼續舉辦適合行業的各類課程，舉辦
各類的技術講座、研討會及參觀活動。
我們還透過網頁提供參考資料給會員，
方便他們工作、學習，同時亦凝聚了一
班年青的中層管理的人員。

  我們的進修中心，繼續發揮作用，
和會員工友緊密聯繫和接觸，積極宣傳
工聯會和工會。不但推動了發展鞏固會
員，還為會員工友提供了自我增值，進
修提升的途徑。

  工會積極向會員工友推廣宣傳多種優惠，特別是工聯會20萬元意外
保險、住院保險計劃，深受會員歡迎。除了在會刊、網頁外，還在工會
舉辦的課程、講座、旅行等活動中積極宣傳，對鞏固和發展會員起了好
大的作用。20萬元意外保險推出以來，我們有8位會員由於意外受傷住
院，都獲得保險公司賠償住院費；有一位會員不幸遇上意外身亡，亦成
功索償了20萬平安保險，工會還派出工作人員專程探望和慰問。

  除了開展年青會員的活動外，我們亦開展各項活動使會員有多項的
選擇，例如：「長健組」定期舉辦的生日會和旅行；「三八」婦女節
100周年組織深圳一天遊，還有每月一味的「美食製作班」、「武廣高
鐵考察團」、「探訪工會慶回歸希望學校」、「DIY香薰潤唇膏及護手
霜」等，我們還組織義工製作手霜、潤唇膏作為慶祝「三八」婦女節
100周年的禮物，送給參加活動的會員。堅持了多年的“每月一遊”，
不但聚集了一批遠足愛好者，還為工會注入了新的力量。工會與油尖旺
地區服務處合辦的「專題攝影講座」亦深受會員歡迎，每期都爆滿。一

年一度的會慶聯歡聚餐，在北角新都會舉行，會員工
友、家屬及業界各友好歡聚一堂，共同慶祝國慶60
周年和工會創會72周年，場面熱鬧，充滿和諧歡
樂氣氛。

  未來的一年，我們工會將繼續關注行業
的發展，關心會員工友的職業生活，加強與
會員的緊密聯繫，使工會力量不斷發展壯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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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慶72週年聚餐場景

▲維園集會撐政改

▲代表大會現場

代
表大會於2010年7月4日，在土瓜灣工人俱樂部

九樓召開。大會審議並通過了2009年度會務工

作報告、財政結算報告；收集了會務發展提案；

聽取了立法會議員、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先生關於香港時

事政制發展報告。大會完成了所有議程，圓滿閉會。

▲組織會員參觀VTC

▲ 陸偉豪副主席作會務報告

  過去一年，工會全體理事、會員代表及工作人員共同努力，關心香港發展，維護工人合理
權益，關注會員工友職業生活，發展壯大工會力量，參與社會事務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舉辦
了不少的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馬紹寬主席主持會議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會 費 360,872.00

入會基金 20,260.00

租金收入 228,600.00

工聯撥入職工公.強積金 43,430.75

銀行利息 4.00

合辦費收入 796,488.13

僱員薪金 832,715.70

職工公積金 74,311.60

職工福利費 12,000.00

樓宇管理費 55,620.00

公幹舟車費 54,146.60

電話及郵資 63,758.10

水 電 費 28,726.60

清 潔 費 20,246.60

文具印刷 22,432.91

文教書報 6,116.00

雜 費 5,769.90

賀儀人情 10,068.00

會議費用 22,323.90

差 餉 26,490.00

物 業 稅 95,269.00

會慶活動費 29,444.30

勞教會年費 480.00

文康活動 20,563.30

保 險 10,523.40

維修費用 1,300.00

宴會招待 626.60

工聯會年費 22,421.20

撥款福利部 73,570.00

銀行服務費 750.40

製總年費 2,038.80

還買利美大廈借款 200,000.00

往來（暫存） 2,000.00

本年合計 1,451,654.88 1,691,712.91

上年結轉 271,620.13

本年結存 31,562.10

合  計 1,723,275.01 1,723,275.01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財政部撥入 73,570.00

結婚賀金 600.00

生育賀金 1,000.00

慰 問 金 2,192.20

花 圈 5,670.00

帛 金 64,000.00

本年合計 73,570.00 73,462.20

上年結轉 645.50

本年結存 753.30

合  計 74,215.50 74,215.50

財政部收支結算表
2009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

福利部收支結算表
2009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

歡迎加入

香港印刷業工會
凡是本會會員，你將享受諸多的福利及優惠：

◎ 合格會員可享工聯會二十萬意外保險；

◎ 報讀工聯業餘進修中心課程有優惠；

◎ 業餘進修中心課程，工會代辦報名服務；

◎ 工聯醫療所診病，會員及家屬都有折扣；

◎ 可享工聯咭所列機構的優惠。

工會強大會員得益 續繳會費著數多多
  印刷業工會以關心會員、為廣大的僱員爭取合理權益為己任。我們的會員已超過8千，工會的強大
有賴於你的支持。會員越多，工會就更能代表行業僱員發言、發揮作用。你每年雖然要交數十元的會
費，其意義卻遠超過其價值。如果你仲未加入工會就申請入會啦！未續費的就快D續費啦！手續方便簡
單，你除可到200多間工聯屬會辦理入會、續費外，在全港任何一間工聯會工人俱樂部、業餘進修中
心、工人醫療所、工聯優惠中心、工聯地區服務處均可代辦入會及續費手續，更即時可擁有臨時工聯
咭。你還可選擇以下途徑繳交會費：

① 會員可憑入數紙，到“中銀集團”各分行入數，底單作為收據並傳真至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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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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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會員如希望有人來廠收費，可聯繫工會派員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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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健康局
員工參與計劃 贊助

改善措施  Improvement Measures

1.  儘量打開窗戶及使用鮮風設備，讓新鮮空氣流入室內。

 If possible, open window to increase ventilation; if air-conditioners are used, 
maintain good ventilation with a  sufficient supply of fresh air.

2.  確保鮮風入口遠離污染源。

 Ensure that fresh air inlets are located well away from sources of pollution.

3.  改善室內間隔，避免造成空氣滯留區。

 Avoid unnecessary partitioning of the premises.

4.  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人多擠迫的室內公眾場所。

 Avoid staying in congested indoor pubilc areas for extended periods.

5.  改善通風系統，增加換氣速率，以及新鮮空氣的供應。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rate of air replacement and the supply of fresh air.

引言  Introduction

  生活在繁忙熱鬧的大都市，我們每天約有80%-90%的
時間逗留在室內。要令室內的環境比室外的環境舒適及穩
定，必然要對室內空氣進行調節，如在寒冷的季節將空氣暖
和，在炎熱的季節將室溫降低。

  然而，為了節約能源，人們把建築物設計得更加密閉，
所用的循環空氣中。只有很少量從室外引入的新鮮空氣。正
因為建築物不是自然通風，而在室內應用的合成材料和化學
物品的種類及數量越來越多，室內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
重；長時間停留在室內（包括寫字樓、貨倉、學校、醫院、
酒樓、購物商場、戲院、裝修居室等等）的工作人員有機會
暴露於有害的空氣污染物中，危害健康。

室內空氣質素對健康的影響
Impact of Indoor Air Quality on Health

  室內環境受到污染，可令人感到不適，例如頭痛、眼睛
痕癢、呼吸困難、皮膚過敏、疲勞、嘔吐與及一系列急性或
慢性的症狀和疾病。

財政：吳燕眉  稽核：高鳳英

定期測量室內空氣中二氧化碳濃
度，以評估通風是否足夠。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oor carbon 
dioxide must be regularly measured to 
assess the adequacy of the ventilation.

  歷史珍藏
  香港印刷業工會自1937年創立以來，一
直高舉愛國愛港旗幟，積極支持抗戰，為祖
國的解放事業，為香港的印刷發展，為廣大
的印刷工人提高技術素質、維護工人隊伍團
結和工人的合法權益，竭盡所能、不遺餘力
地發展會務至今73周年了。

  在此，我們刊登一組見證工會
歷程相片，讓更多會員工友緬懷歷
史，秉承前輩創會的精神，將工會
光榮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

本 會 會 慶 特 刊 承 蒙

百業達設計製作公司 贊助CTP 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贊助正稿設計及印製

特 別 鳴 謝

致生有限公司 贊助（95克新茂林啞粉紙）  美光印刷有限公司 贊助（全年信封）

謹 此 致 意



自動轉帳交會費

方便又快捷
成功者贈送精美禮品一份

印刷會員專享

《業餘進修中心課程代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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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秋季課程截止代報日期：9月21日（二） ※會員報名日：9月26日（日）

~本會備有業餘進修中心課程章程索取~

法 律 顧 問  吳文堅律師

  本會聘有常年法律顧問------吳文堅律師事
務所，各位會員、工友，如有法律上的問題需
要諮詢或協助，請與工會聯絡。

蒲台島觀石（水陸聯遊）

日  期： 10月24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 尖沙咀公眾碼頭（近大鐘樓）

開船時間： 上午9:00（逾時不候）

行  程： 是日乘專船直航蒲台島，分悠遊線、遠足線遊覽島上名勝；

悠 遊 線： 登岸後，遊覽響螺石、天后廟、摩崖石刻、佛手岩、靈龜石、僧人石等，中午島上
海鮮午膳，全日步程約二小時；

遠 足 線： 登岸後，經大灣往天后廟、響螺石，後上登山小徑，尋覓孔子朝聖石、嬰兒石，磨
石頂遠觀鬼屋、棺材石，後經牛湖頂落南角咀、淘金崖，再沿小徑出碼頭，途中更
可觀賞佛手岩、靈龜石、僧人石等，全日步程約四小時，量力參加。

注意事項： 悠遊線：自備晴雨用具，帶身份證，穿平底鞋；

遠 足 線： 自備糧水，晴雨用具，無水源地大休，帶身份證，穿平底鞋；

費  用： 悠遊線：會員$140  非會員$145（交通費、海鮮餐、保險費）　    

遠 足 線： 會／部員60   非會／部員65（交通費、保險費）

難  度： ★至★★★

第六十一遊：圓墩郊遊徑
日  期： 2010年11月21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9:30（逾時不侯）

集合地點： 荃灣（海壩街）96號小巴總站（認工會旗集合）

簡  介： 圓墩郊遊徑由大欖郊野公園青龍頭入口起步，以大欖涌水塘北端為終
點。途經民安隊圓墩訓練營及圓墩村之古屋遺跡，沿途可飽覽大欖涌水
塘、深井和馬灣景緻及橫跨馬灣與青衣之間的青馬大橋，大橋長2.2公
里為全球最長的行車及鐵路兩用吊橋。大欖水塘本為有人聚居的河谷，
分別有胡屋村、簡屋地村、大圍村和大欖村等。其中主要溪流稱為大欖
涌，大欖涌水塘亦因此得名。

行  程： 青龍頭起步上圓墩經永吉橋左轉（右轉則田夫仔方向），沿麥徑前行到
達吉慶橋大休。前行見另一小橋後離開麥徑轉元荃古道直往大棠燒烤場
後，沿山道下山。約16:00大棠散隊（可乘小巴往元朗及K66輕鐵接駁巴
士往朗平）

難  度： ★★★（路程較長，沿途鄉村小路及有樹蔭，步行約4.5小時）

第六十二遊：萬佛寺—道風山
日  期： 2010年12月19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9:30（逾時不侯）

集合地點： 沙田港鐵站B出口外，認工會旗集合

簡  介： 萬佛寺與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可說是沙田區宗教建築物的兩大代表，萬佛
寺位於沙田排頭村後的山上，當年月溪法師獲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玉
階居士捐贈私產晦思園。法師原擬在此開辦佛學院，但因故擱置，最後
於1949年用作興建萬佛，1957年落成。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則由挪威藉宣
教士艾香德牧師於1930年創辦，並邀得丹麥著名建築師艾術華設計此龐
大的中國式建築群，園內處處充滿中國寺院特色，但卻是宣傳基督教的
地方，兩者和諧共存。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名字包含的意義是道：「神
的話」，風：「聖靈的能力」，叢林：「茂林綠野」。

行  程： 經排頭村上山，在萬佛寺入口開始沿途有五百尊金漆羅漢歡迎閣下的來
訪，令上山路途增添樂趣，參觀萬佛寺後便從山後小徑上山，在山上可
以沿途觀看整個沙田新市鎮。沿山路向尖山方向行至一路牌標示左邊下
山前往道風山，由此下山便可以到達道風山。約 16:00沙田散隊

難  度： ★★★★（全日上落山坡，如對上落樓梯有困難者不宜走全程，最好可
選擇半天遊，在山上「華翠園」乘小巴返回沙田火車站，避免下山對膝
蓋造成負荷）

每月一遊帶給你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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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法例諮詢
搵工介紹

  本會職員為會員、工友解答
勞工法例問題及職位空缺介紹

搬遷、改電話請你話我知
  為了保持工會與會員聯繫，如果你有喬遷
之喜、工作調動或更改電話號碼，請通知本
會，以便與您保持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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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遊：夏日尋蝶影
日  期： 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9:00（逾時不侯）

集合地點： 太和港鐵站（東鐵線）A出口外（認工會旗集合）

簡  介 :  鳳園及沙羅洞均是夏日賞蝶及蜻蜓的好去處，大埔環保會已在鳳園設
立了鳳園保育區，以保護蝴蝶的生長環境。因此，除保育區內的蝴蝶
每年均在上升外，在保育區外大家亦可以看到很多蝴蝶飛舞。沙羅洞
雖然經政府選為12個優先保育區之一，但由於一半土地為私人擁有，
很難在此設立保護區，其生態環境則未能受到保護實為可惜！

行  程 :  太和起步，前往鳳園，在此處大隊不會進入保護區，只會在區外遊覽
觀賞，然後上山前往沙羅洞大休及尋找蝴蝶及蜻蜓；午後經鶴藪水塘
至鶴藪，乘小巴返回粉嶺，約16:30 粉嶺散隊。

難  度 :  ★★★（路程較長，沿途鄉村小路及有樹蔭，步行約4.5小時）

 

第六十遊：海岸公園-沙洲，龍鼓洲
日  期： 2010年10月17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9:00（逾時不侯）

集合地點： 荃灣碼頭近西鐵站D出口附近（認工會旗集合）

簡  介：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位於香港西部水域接近珠江三角洲，同時亦
是中華白海豚的活動地帶，海域面積約1,200公頃，於1996年11月20
日指定為海岸公園。沙洲是由兩個獨立島嶼組成，由於潮水漲退沖積
沙石在兩島之間，先形成沙咀，然後不斷延伸，最後形成沙堤將兩島
連接。島上有一座一百六十多年天后古廟為昔日香火鼎盛，在船上或
岸上均有機會一睹中華白海豚！

行  程： 早上由荃灣乘船出發，經青馬大橋，上龍鼓洲登上燈塔後，原路返回
碼頭上船，前往沙洲，上岸後沿水泥路登上被稱為西海明珠的雷達站
大休，大家可以在此俯瞰連島沙洲的全景及眺望附近的島嶼！然後沿
山路前往天后古廟及連島沙洲，回程時如時間許可，則會要求船家開
船前往大澳水域前，追尋中華白海豚！約17:00返回荃灣碼頭

潮水漲退時間：9:00至18:00潮水低於1.5米，13:00退至0.7米

費  用： $80（包船費及平安保險）

難  度： ★★（大部份水泥路易行，小段落山路較難行）

南北果洲（水線）

日    期：9月26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 尖沙咀公眾碼頭 （近大鐘樓‧認工俱旅行團旗）

開船時間： 上午9:00（逾時不候）

行　　程： 是日上午乘專船經鯉魚門、佛堂門至東海邊陲島嶼「九針群
島」，首登北果洲遊覽奇岩異石，如銀瓶頸、大炮石、月球
岩、魔鬼崖等，後續往南果洲，遠眺天梯洞、石室、三丫洞
等，後登上南果洲，遊覽石拱門及天后廟，騎樓石，全程需
上落駁艇，量力參加，約下午五時返抵市區。

注意事項： 是次活動不會游泳，自備全日糧水、晴雨用具，帶身份証，
穿平底鞋；旅途上沒有糧水補給。

費　　用： 會員$85 非會員$90（船、駁艇、保險費） 

難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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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及嶺南大學 聯合主辦 香港印刷業工會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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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雞翼
日期：2010年8月30日

時間：晚上8: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李逸雯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姜汁撞奶
日期：2010年11月29日

時間：晚上7:00-8: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蕭冠英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馬蹄糕
日期：2010年10月25日

時間：晚上8: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李逸雯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精緻西米盞
日期：2010年9月27日

時間：晚上8: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李逸雯

收費：會員$35 非會員$45

            主辦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贊助

  平日工作繁重，假日最好遠離繁喧，本會將於9月舉辦『迎中秋 賀
國慶』活動，你可與家人一同渡過2日1夜歡樂時光。營內遊戲設施齊
備，射箭、繩網、羽毛球、攀石，應有盡有，一定令你們樂而忘返。

日  期：9月18-19日（星期六、日）

集合時間：下午2:30（筲箕灣地鐵站B1出口）

地  點：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名  額：100人（歡迎會員及你的家人、親朋好友參加）

費  用：會員$135 非會員$145 3-13歲$100 60歲以上$100

日期：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3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張慧娟女仕（蜂品負責人）

費用：10元

內容：① 和你吹吹LOHAS（樂活）風

   ② 社會進步→健康陷阱

   ③ 對症不用藥，蜂show快活人

   ④ 分享及答問時間（設有獎品）

▲ 美容講座

  《2010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
主要改善項目包括：

單耳失聰
在條例修訂前，只保障雙耳均罹患因工作噪音引致失聰的僱員。

但現在，因工作噪音引致單耳失聰的僱員，只要符合以下規定，也可獲得補償：

① 只有一隻耳朵患有神經性聽力損失，而且程度不少於40分貝

② 該隻失聰的耳朵的聽力損失是因噪音所引致。

單耳失聰的補償金額，計算方法與雙耳失聰的大致相同，也是根據申索人的年齡、從事噪音
工作的每月平均入息及失聰程序等3項因素來裁定。

再次補償
  「修訂條例」新增再次補償，讓那些已被定可獲補償的職聰人士，若繼續受僱從事指定
的噪音工作，因而令聽力損害加深，則可提出申請，就加深的損失程度，獲取一筆再次補
償。

聽力輔助器具的資助
  被管理局裁定有權獲得補償的職聰人士，可以獲得管理局
的資助，以支付與聽力輔助器具有關的合理費用。

「修訂條例」將每名職聰人士可獲資助的金額提高至$36,000。

首次申請的資助上限也提高至$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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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極好的美容產品，也可作為一份
很有心意的禮物送給你的朋友。

日期：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時間： 晚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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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5g)及護手霜(約30g)各一枝

費用： 會員40元 非會員50元

課程結構

第一部份：8科必修基本科目

◎管理學入門 ◎組織行為 ◎經濟環境 ◎商業法

◎管理人員會計學 ◎市場學 ◎營運管理 ◎資訊科技

第二部份：任擇2科

◎市場管理 ◎中國商貿 ◎財務管理

第三部份：2科必修科目

◎企業策略 ◎管理專題研究報告

上課安排

文憑課程於10月開課，詳情如下：

◇ 上課地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九龍旺角（西）海泓道8號（富榮花園則）

◇ 上課編排： 每期2科同時進行，於星期日上課（10時至1時及2時至5
時），每科分十節共30小時，以連續三星期停一星期形式進
行，考試另行編排。

費 用

◇ 報 名 費： 港幣200元

◇ 學  費： a. 工會及管協會員 每科港幣2,420元

  b. 管協會員 每科港幣2,800元（公開班）     

  c. 非會員 每科港幣2,960元（公開班） 

◇ 新生第一期必須修讀兩科

◇ 管協會費： 每年220元

◇ 可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全部學費）

課 程 查 詢

香港印刷業工會

◇ 地址：九龍太子彌敦道757號1樓

◇ 電話：2381 4257與袁先生或馮小姐聯絡

◇ 網址：www.hkpiwu.org.hk

文憑相等於大學第一年2010年10月開課現已接受報名查詢2381 4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