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工會聯合會第35屆會員代表大會圓滿舉行

香港工會聯合會於4月15日假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召開第35屆會員代表大會，近千名工會代

表出席。代表們熱烈討論及通過上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並圍繞「加強工會基礎建設  推

動工運持續發展」主題，探討未來工作方向，強調工會要進一步團結廣大僱員，堅定不移地

捍衛勞工權益，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而努力。

  特區政府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親臨會場，並認真聽取了

理事會報告，他表示贊同工聯會以就業優先的主張，通過

發展優質就業和地區經濟能為基層帶來優質生活。他亦認為

最低工資實施以來，整體效果良好，雖然在執行初期遇到不

少問題，瑕不掩瑜，應給予勞工合理回報和權益。他期望政

府、資方及工會能彼此互讓互諒，使香港成為更繁榮、更進

步、更和諧的社會。 

香港印刷業工會

第十四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即將召開
日期：2012年7月8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10:00

地點：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42-50號（工聯會工人俱樂部9樓）

關心會員，為您提供多元化福利
  我們香港印刷業工會，已邁向七十五年周年，七十五來一貫致力為會

員同業舉辦多元化服務，關心職業、生活、權益。

    我們是工聯會的屬會之一，作為我們的會員，既可享受本會為您提供

的行業資訊和各類服務外，更可享受工聯會為35萬多會員而設的各項福

利。本行業從業員工作壓力繁重，如果您多了解各項有助職業和生活的會

員權益，必定能夠為您提供多一份保障。成為會員，您可享有各項優惠。

  同時為了能繼續保持和工會的聯絡，享用合格會員的各項福利，在職

業、權益方面能得到工會及時援助，如果您的會費已到期或已過期，請閣

下抽空繳交會費，我們期待著繼續為您提供服務。你可選用以下任何一種

辦法繳費。

① 持繳費通知單到任何一間中國銀行入數；

② 郵寄支票，抬頭寫「香港印刷業工會」，支票背面須寫上交費者姓

名、會員證號和聯絡電話；

③ 到本會「九龍彌敦道757號威明商業大廈一樓」繳交，並可即時換領

新會員證和工聯咭；

④ 櫃員機入數，入數後請電工會並將入數存根傳真給本會

 ⑴ 可用中銀櫃員機入數，帳號03135100173301

 ⑵ 可用匯豐銀行或恒生銀行櫃員機入數，帳號007107261001

⑤ 到工聯會屬下各地區服務處、工人俱樂部、醫療所等福利服務機構繳

交；

⑥ 可致電工會聯絡派人前往收取；

⑦ 會員亦可選擇一次過繳交多年會費（每年$60元），或選擇以銀行自

動轉帳。

「以你為本 邁向65」推廣
  為答謝你對本會及工聯會的長期支持，在工聯會將踏

入65週年的日子，特推出“現金優惠
券”，讓續會或新加入會員的您，享有
進修、購物、保健、醫療、旅遊等優
惠。

推廣期：

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有效期：

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07月31日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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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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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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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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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員 資 訊 站

地址：九龍彌敦道757號一樓

電話：（852）2381 4257

傳真：（852）2397 0565

網址：www.hkpiwu.org.hk

電郵：info@hkpiwu.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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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十五周年暨工會創會七十五周年
會慶聯歡聚餐
日期：2012年8月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四時恭候 八時晚會開始

地點：香港北角新都會二樓（金禧宴會廳）

費用：每劵220元 ＊每位贈送紀念品一份

節目豐富：麻雀耍樂、幸運抽獎、職安問答遊戲及餘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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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品本身

的陰／陽圖案在圓

周方向上形成自己的陰／

陽影子，俗稱鬼影，它是版面印

紋連續通過多支靠版墨墨輥在版面上

形成类似影像空缺或墨量堆積的現象。墨輥

變硬或是調整不正確、以及使用濃度低的油墨，都

可能加重鬼影。相反，良好的水墨平衡及盡量减少用水

量，則可以减輕鬼影的影響。 

香港印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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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夏季課程會員報名日：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2012年秋季課程會員報名日：2012年9月23日（星期日）

2013年春季課程會員報名日：2013年1月13日（星期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381 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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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三成中小學教科書

今年秋季需綠色印刷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環保部聯合印發《關於中小學教
課書實施綠色印刷的通知》（新出聯﹝2012﹞11號）。《通知》規
定，今年秋季，各地中小學教課書中的30%應採用綠色印刷；再過
一至兩年，將基本實現全國中小學教科書綠色印刷全覆蓋。三部門
將於5月聯合舉辦「中小學教課書實施綠色印刷啟動儀式」。

  《通知》規定，中小學教科書綠色印刷的範圍，包括全國義務
教育階段國家課程和地方課程的所有教科書。採用綠色印刷教科
書，封底左下角將印製中國環境標誌，並在其下方增加「綠色印刷
產品」字樣。

  《通知》發佈了103家已獲得「綠色印刷環境標誌產品認證」
（簡稱「綠色認證」）的印刷企業名單。《通知》要求，中小學教
科書出版單位必須委託獲得「綠色認證」的印刷企業印製中小學教
科書，否則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將依照有關規定，調整或取消其出
版，中小學教科書的資質。接受委託印製中小學教科書的印刷企
業，應確保教科書符合綠色印刷產品質量要求；假如未按標準印刷
生產，將被取消「綠色認證」資格，並不得再承接中小學教科書印
製任務。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祖國新貌

今年6月全國印標委

三個分技術委員會將成立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覆函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同
意成立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書刊印刷分技術委
員會（SAC/TC170/SC1）、網版印刷分技術委員會
（SAC/TC170/SC2）、包裝印刷分技術委員會（SAC/
TC170/SC3）。

  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SAC/TC 170）在
北京召開「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三個分技術委員
會成立大會籌備會議」。會議研究了成立大會和書刊印
刷、網版印刷、包裝印刷三個分技術委員會第一次工作
會議的相關事宜，組建全國印標委三個分技術委員會成
立大會籌備組，並決定成立大會將於2012年6月上旬在
深圳市召開。★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搬屋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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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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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

陰圖鬼影 陽圖鬼影

走
紙
方
向

      —鬼影
解 决 方 法  

◎ 保養墨輥時使用適合的洗劑，每周用清潔膏清除墨
輥表面沉積物以恢復墨輥特性 

◎ 根據操作規範調整墨輥壓力，並定期檢查 

◎ 膠輥表面會因干墨而變硬發亮，同時加快磨損，因
此應及時更換舊墨輥 

◎ 墨輥串動量設定在最大位置 

◎ 使靠版墨輥可橫向串動

◎ 調節串動啟始時間 

◎ 減少潤版液用量 

◎ 使用高濃度油墨 

◎ 打開水輥差動去墨皮裝置 

◎ 嘗試印版掉頭印刷（或印前掉頭出版）

資料來源：海德堡印刷媒體中心 

技術研討社技技術術交交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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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  工會創會75周年

  「香港印刷業工會下雷學校」於1997年在清遠市陽山縣大峎鄉下雷管理區落成，

作為慶祝香港回歸的獻禮，現已十五周年了。謹此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工會創會75

周年之際，工會舉辦探訪工會下雷學校、廣東第一峰、新豐雲天海三天團旅遊活動，

敬請會員工友及家屬踴躍報名參加。

日期：2012年6月30—7月2日（六至一）

收費：會員$999 家屬$1300 小童$800（不佔床位）

暑期 詠春拳
  本課程透過傳授詠春拳基本功，培養學員對中國拳術有
正確之認識，並藉此改善身體質素及提升毅力及耐力。

日  期： 7月16日至8月17（逢星期一、星期五）

上課時間： 下午3:30—5:00

上課地點： 本會會所

 九龍彌敦道757號1/F

課  程： 全期10課

費  用： $600

導  師： 林祥平

 詠春體育會之認可
詠春拳術教練

瑜伽班
  本課程通過輕鬆舒適的瑜伽式子，令身體內外得到適量的運動，
精神得到鬆弛，藉此消除了一般都市人由於運動少，思慮過多而造成
的種種「都市病」如：過肥、過瘦、消化不良、腸胃病、精神衰弱、
內分必失調⋯⋯等症狀，有效達致身心寧靜與健康。為
使參加者體會本課程的結構，掌握當中的奧妙，
令修身過程事半功倍。本課程的導師7月11日
（星期三）晚上7:00於本會會所，免費為學
員講解及示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日期：2012年7月18日

   （逢星期三 全期8課）

時間：晚上7:00–8:3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周淑安（JO）

費用：會員$310元  非會員$350元

註：各學員上課時請穿著運動服裝及自備瑜伽墊

8 i PAD 簡介及特點（好處）
8 i PAD 基本介面及操作控制示範

8 Apps（應用小程式）的簡介及分類

8 下載及刪除APPS 的示範

8 拍照及視訊基本技巧示範

8 QR code 及其 App 的示範

8 Q&A

南北果洲
日  期： 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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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如時間許可，順遊糧船灣天后廟；全程需上落駁艇，
量力參加，約下午五時返抵市區。

輕舟偏渡神削山峽
日  期： 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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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上午乘專船經鯉魚門、佛堂門、鎖匙門至萬
宜水庫彼鄰之破邊洲，轉乘小艇穿遊神削峽；下
午往吊鐘洲，登岸後步上山崗，遠眺金魚擺尾；
如時間許可，順遊糧船灣天后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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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身份證，穿行山鞋；旅途上沒有糧水補給。

費　　用： 會員$100 非會員$105（船、駁艇、保險費）

難  度： ★★★★★

講者：楊志輝先生（電腦課程導師） 收費：65歲長者免費／會員10元／非會員20元 地點：本會會所

注意事項： 是次活動不會游泳，自備
全日糧水、晴雨用具，帶
身份證，穿行山鞋；旅途
上沒有糧水補給。

費　　用： 會員$100 非會員$105

 （船、駁艇、保險費）

難  度： ★★★★★

水線

水線

第一場 第二場

對象：長者、家屬、有興趣人仕 對象：在職工友、家屬、有興趣人仕

日期：7月11日（三） 日期：7月12日（四）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

平板電腦 - iPAD  分享會

活動
預告

內 

容

旅遊活動



前言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是本港其中一種較常見的職
業病，而此病亦已被列入《僱員補償條例》內的其中一
種獲補償的職業病。根據勞工處的資料顯示，在2009 
年各行業中經證實患上「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個案數
字有39 宗，約佔該年職業病個案總數的14.6%。大家
會問「甚麼是手部或前臂腱鞘炎呢？」

定義
  「腱」（俗稱「筋」）是一種用作連接的纖維組
織，其主要功能是將肌肉和骨連接。當肌肉收縮時，收
縮的力量就會由腱傳送至骨骼，並隨之而移動。在人體
內腱被腱鞘（俗稱「筋膜」）包圍着，腱鞘的功能是為
腱提供保護和潤滑的功能，令腱在腱鞘內可以自由滑動
及減低磨擦。但是重複或過度的肌腱活動，會增加腱與
腱鞘的磨擦，導致肌腱或腱鞘創傷性發炎，這一種類的
炎症，我們稱之為「腱鞘炎」。「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就是指在手部或前臂部位（包括腕部及拇指）患上腱鞘
炎，一般人較熟悉的「網球肘」和「哥爾夫球肘」就是
屬於這類職業病。

成因
  在本港很多行業的員工都
有可能患上「手部或前臂腱鞘
炎」。一般來說，涉及下列性
質的工作會增加員工患上腱鞘
炎的機會：

急速及重複的動作
  當進行工作時，需要重複及急速地使用同一組肌
腱，而導致該部位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就有機會引發
腱鞘炎。例如電腦操作員經常連續多個小時不停地急速
打字、輸入數據及操作滑鼠。

工作時姿勢不良
  如員工需要將手腕屈曲、手臂扭動、手臂提升及使
用其他不自然的姿勢工作，導致腱鞘炎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如手上工具或工作間的設計未能配合使用者，亦
都會導致他們採取不良的姿勢進行工作。如使用電腦設
備、生產線的裝配工作及收銀工作等。

突然及過度用力
  員工需要在工作時反覆用力及處理較重的物件時，
均有機會增加患上腱鞘炎的機會。例如廚師使鍋鏟翻動
鍋中大量食物。

長時間維持同一工作姿勢
  當長時間從事單一的工作，
以致同一組肌肉和關節長時間活
動而未能得到足夠的休息，會構
成勞損。例如電腦操作員長時間
使用鍵盤及滑鼠。

症狀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主要症狀是在受影響部位
出現紅、腫、灼熱、疼痛或活動能力下降的情況。在患
病初期，患者使用該部位工作時，會感到疼痛及疲勞，
但休息過後症狀就會緩和。然而，若患者仍不斷繼續使
用該組肌腱，發炎的情況會加劇，而疼痛和疲勞的感覺
亦不會在休息過後完全消失。嚴重的患者，甚至會受痛
楚的影響而不能入睡及減低工作能力。

治療
  醫生會根據患者的病情而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而
治療腱鞘炎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休息：避免因
肌腱過度活動而加深發炎的情況冷敷：可緩和腱鞘炎引
致的疼痛和腫脹物理治療：使用超聲波治療、紅外線治
療及康復運動等方法來加速復原職業治療：患者可佩戴

支架保護受影響的部位藥物治療：患者可使用口服、外
用或局部注射等消炎止痛藥，以減少疼痛和發炎手術治
療：如情況嚴重，有機會需要接受手術治療

預防方法
改善工序的設計
◇ 避免過度用力及長時間進行重複性動作

◇ 善用輔助工具協助搬運較重的物件

良好的工作姿勢
◇ 採用正確及自然的
工作姿勢

◇ 注 意 工 作間的設
計，盡量避免前臂
過度伸展、手腕屈
曲及扭轉等動作

適當的工具
◇ 盡量選用適當的手工具和設備來減輕緊握物件時肌
肉所發的力度

◇ 使用的工具要配合員工的工作性質和體型

工作轉換
◇ 間歇轉換工作崗位或工作性質，以減少勞損

◇ 編排輪流作不同的工作，令工作多樣化，也可減少
固定或重複動作

作息的安排
◇ 讓肌肉筋骨充足休息，以免積聚疲勞

◇ 短而頻密較長而疏少的休息更為有效

每月一遊帶給 你 驚 喜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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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四遊：

東平洲-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日  期： 2012年7月15日 星期日

時  間： 上午08:15（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線-大學站外，美心旁認工會旗集合

簡  介： 東平洲是香港境內最年青的岩石，只有
5500萬年歷史。但其地層主要由粉砂岩、
白雲質粉砂岩、泥岩及燧石等沉積岩層組
成，岩石層層平疊，加上各種海蝕地貌，構
成獨一無二的沉積岩景觀。東平洲的頁岩具
有鮮明的典型特徵，每一層厚1至5毫米，顆粒
較粗的粉砂岩與顆粒較細的泥岩層層相疊，紋理清
晰。這裏著名的地貌景點有龍落水，更樓石及斬頸洲等。

回程時間： 約19:00在馬料水散隊

註： 因為每天只有一班船來往東平洲，為確保不會因人太多無法購買即時船票，
本會可以代訂船票或自行向翠華船務公司訂票亦可以（翠華船務公司，訂票
電話25272513）

如需本會代訂船票者，報名後請將來回船費$90存入工會戶口：中銀：
026-704-0-007506-9然後電郵或傳真副本確認

難  度：★（老幼咸宜）

第八十五遊：

馬屎洲-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日  期： 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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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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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洲及三門仔新村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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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時間： 約16:00三門仔新村散隊

難  度： ★至★★★

認識「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歡迎會員參加

① 當受影響部位，出現下列哪項情況是「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主要症狀：

a．紅、腫  b．灼熱  c．疼痛  d．活動能力下降  e．以上皆是  □
②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俗稱為：

a．羽毛球肘  b．乒乓球肘  c．網球肘  d．籃球肘  e．手球肘  □

請填上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郵寄或電郵info@hkpiwu.org.hk或傳真回2397 0565本會，截止日期：2012年7月31日。得獎者將獲得精美禮品一份，價值$50元。

※ 是項活動並非由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而本局對
籌辦活動的一切相關事宜，概不負責※

姓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會員證號碼：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地址：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聯絡電話：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贊助主辦

③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成因：

a．急速及重複動作  b．工作時姿勢不正確  c．突然及過度用力  □
d．長時間維持同一工作姿勢  e．以上皆是

④ 以下哪項不是「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治療方法：　　

a．物理治療  b．患者佩戴支架保護愛影響部位  c．熱敷     □
d．藥物治療  e．手術治療

精美禮品

2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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