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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

時光飛逝，轉眼間迎

來了「香港印刷業工會創

會77周年」。我們工會自
創會以來，一貫以爭取和

維護廣大從業員的合理權

益為宗旨，並努力為印刷

業的發展盡微薄之力，深

得業界鼎力協助和支持，

使我們的會務更加穩固地發展。我藉此機會，代

表工會對長期以來鼎力支持我們的業界各友好、

以及長期以來積極參與和支持工會的會員工友

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近年來，經濟環境複雜多變，科技日新月

異，印刷業正邁向多元化發展，業界面臨很大的

挑戰，傳統印刷從業人員數量正在下降，待遇方

面也遠不如前，因此，我呼籲政府、業界及有關

機構共同關心，未雨綢繆，積極推廣、培訓印刷

從業員，並提高薪酬，以更優厚的待遇，吸引更

多的青少年加入印刷業，為印刷業增添新血，再

創輝煌。

我們將繼續關注印刷從業員的權益，關注

業界的發展，目前印刷業急劇變化，數碼印刷，

多媒體等新技術百花齊放，工會將與時俱進，舉

辦各類課程和講座，為從業人員提供相關資訊和

技術培訓，推動會員工友持續進修，不斷提升技

能，以應付新科技所帶來的挑戰，同時也希望業

界仝人大力的支持，為振興印刷業共同努力。

香港印刷業工會秉承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關心香港

發展，支持特區政府按基本法施政。本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

發出聲明，強烈譴責違背基本法，罔顧法治，破壞議會運作

的卑劣行為。聲明已在文匯報、商報等報刊登載。香港是我

們的美麗家園，我們要用活力與愛迎接未來的挑戰，為香港

注入正能量，齊齊開創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基利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汀角路53號太平工業中心第三座五字樓
電話: (852) 2667 8633
傳真: (852) 2661 2938
電郵: career@careerltd.com.hk
網址: http://www.careerltd.com.hk

第十五屆理事會名錄
主席  王宏業  副主席  陸偉豪 陳鍾鏞
會務  馬紹寬  副會務  于仲恒
財務  陳達堅  副財務  陸綺微
拓展  周志文  副拓展  龔煒明
教育  周志祥  副教育  林志堅
康樂  陳貽  副康樂  吳錦泉
權益  區麗明  副權益  馮文佳
婦女  盧綺敏   副婦女  徐雁伶
青年  吳燕眉  副青年  周淑芬
理事  陳文明 陳文慧 彭玉英 王浩強 蔡國來 楊明     
候補理事  李超文 盤健貽 蕭耀基 談家駒 李東升
顧問  潘江偉 劉吉良 簡群
稽核  高鳳英 廖蘭英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龍土瓜灣木廠街36號聯明興工業大廈3字樓

全層

電話: (852)2264 6763  傳真: (852)2264 5977
網址: www.newprinting.com.hk
電郵: info@newprinting.com.hk

本會會慶特刊承蒙

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贊助（正稿設計及印製）

特別鳴謝

花紋紙業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Verona Smooth 140gsm 超滑書紙）
美光號印刷有限公司　贊助（全年信封）

謹此致意

美光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8樓, 802A室
電話: (852) 2544 3349
傳真: (852) 2815 0936
電郵: sales@meekwong.com
網址: http://www.meekwong.com

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龍土瓜灣木廠街36號聯明興工業大廈3字樓

全層

電話: (852)2711 9283  傳真: (852)2760 7224
電郵: info@friendlyprint.com.hk

堅勵智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柴灣豐業街5號華盛中心1樓全層
電話: (852)3405 3300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電話: (852) 2666 4888
傳真: (852) 2666 4889
電郵: info@candcprinting.com
網址: http://www.candcprinting.com

寶華數碼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 康民街10號 新力工業大廈2字樓A室
電話：(852) 2557 0822
傳真：(852) 2557 1998
網址：www.powercolor.com.hk

凸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元朗元朗工業村福宏街1號凸版印刷中心
電話: (852) 2561 0101
傳真: (852) 2475 4321
電郵: sales@toppan.com.hk
網址: http://www.toppan.co.jp

永發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39號夏愨大廈26樓
電話: (852) 2529 5652
傳真: (852) 2520 0128
電郵: printing@wingfat.com
網址: http://www.wingfat.com

熱烈祝賀 香港印刷業工會創會77周年誌慶



「反暴力 反拉布」遊行 

一. 支持「一國兩制」 參與各項活動

特區政府為普選行政長官廣泛聽取意見，我們動員會

員、理、幹事參加工聯會舉辦的諮詢會；還去信給「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表達我們的意見；並有多位會員也去信，充份

表達自己支持特區政府按「基本法」普選行政長官的意見。

我們還組織會

員工友參與多項社

會活動。“五一”

勞動節，我們參加

了工聯會發起的

「反對擴大輸入外

勞」、「完善退休

保障制度」、「立

法訂定標準工時」

大遊行；“七一”回歸祖國，我們參加香港各界舉辦的「慶

回歸」大巡遊，“十一”國慶節，在祖國成立64周年暨工聯
會65周年的大喜日子裡，參觀了解放軍駐港部隊昂船洲海軍
軍營，觀看了精彩的軍操表演。我們還舉辦了「慶國慶64周
年酒會」、「慶國慶64周年 湖南長沙三天遊」等系列慶祝活
動，通過這些活動，使大家從多方面瞭解我們國家的富強，

體會「一國兩制」方針的偉大。

二. 爭取假期及薪酬 反對輸入外勞

工會於去年初，在業界做了關於薪酬、假期、工種職

位等有關職業生活的問卷調查，瞭解到印刷業技術人員的薪

金遠不如廿多年前，技術工的薪金同非技術工薪金沒有太大

的差距。我們多次跟商會探討增加技工的薪金，增加業界假

期，在十四天協約假期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天，最終達至統

一公眾假期。

勞工處就某些工種請不到人多次諮詢工會，是否同意

輸入外勞。我們態度鮮明地表示；政府要優先考慮培訓本地

工人，幫助本地工人學習新技術，適應轉型，反對輸入外地

勞工。我們還出席了標準工時委員會「工時議題」諮詢會，

明確表示；打工仔不能無償加班，不能有開工無收工，標準

工時應訂立的訴求。

三. 鼓勵進修學習  積極參與業界

我們繼續幫助會員朋友搵工及介紹工，解答有關勞工

法例的諮詢，爭取職業安全保障及進修學習提升；還派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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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再培

訓局印刷及出版業行業諮詢網絡」等。

工會「技術研討社」積極開展業界班組活動，舉辦

「印刷業市場營銷計價實務課程」「海德堡印刷機高階印刷

技術與故障排除課程」以及「全面認識印刷數據化的管理方

法講座」等；參觀了琶洲「第二十一屆華南國際印刷工業展

覽會」、「Sun Studio Hong Kong Limited參觀交流」及「海
德堡(深圳)印刷媒體中心、深圳詩天紙藝製品公司」等，使
會員獲益良多。

我們還積極參與業界的各項活動，「凸版印刷有限公

司」五十周年慶典，「永發印務有限公司」百年慶典，「出

版、印刷、唱片同業協會新春聯歡」等。我們還同商會協

辦「ICC色彩管理國際性研討會」、參與香港印藝學會「第
二十五屆香港印製大獎」、香港數碼印刷協會「第十一屆香

港數碼印刷大獎」的評審。還參加了「職學創前路計劃」

的簽約儀式，支持為業界吸納新人。我們和商會、學會、協

會、職業訓練局、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印刷資源中心等

業界友好攜手合作，共同為業界發展作出努力。

四. 辦公室數碼化  聯絡會員多元化

我們充份利用工聯推動辦公室數碼化資源，每月定期

發出生日賀訊給當月生日的會員，還用電話、WhatsApp、
WeChat等方法聯絡會員；發揮進修中心的作用，通過報讀課
程和會員緊密聯繫和接觸。

我們還組織義工參與工聯康齡服務社義賣“愛心券”

和賣旗籌款；動員會員捐款幫助「勞工子弟學校」改善教學

條件；支持工聯職安健協會舉辦的「漫步職安路2014」步行
籌款活動；住區幹事會定期召開會議，每年底還組織義工探

訪長者會員及探望生活困難或患病的會員。

「長健組」定期舉辦生日會和旅行；婦女部於

「三八」婦女節舉辦做個快樂「掌門人」座談會，還有「美

食製作班」、「新春行大運」、「秋冬輕鬆一吓BBQ」、
「除夕狂歡迎2014」、「老友鬼鬼釣墨魚」、「貴州苗寨觀
光遊」等活動；堅持多年的“每月一遊”，贏得了一批遠足

愛好者的讚賞，參與人數不斷增加，策劃活動的義工們也從

中取得了莫大的滿足感。

未 來 的

一年，我們要

繼續發揮好工

會的功能和作

用，發展、鞏

固好會員，增

加更多年青會

員和義工，使

工會力量不斷

發展壯大。

陸偉豪副主席作會務工作報告  

會員代表聆聽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香港政制發展」時事講座   

第十五屆會員代表大會

會 務 工 作 報 告

  過去一年，我們工會堅持關心社會發展，參與社會事務，因應行業變化開展了技術提升、文娛康樂及班組活動
等等，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社會活動

「五‧一」反對擴大輸入外勞遊行 

參觀選舉資訊中心幹事培訓

「反暴力 反佔中 保和平 保普選」簽名 

班組活動
參觀「南華早報」

「印刷業市場營銷計

價實務課程」的學員

畢業了。陸偉豪副主

席 (後排左4)、導師

蔡榮照先生 (前排中)

與學員們合影留念

「海德堡印刷

機高階印刷技

術 與 故 障 排

除」課程。歐

陽浩明導師為

學員們授課

「全面認識印刷數據化的管理方

法」，游永祥導師任主講嘉賓



業界活動文康活動

亞視開心詞堂「印刷術語」節目，副主席陳鍾鏞、

理事陳文明於節目中講解

 廣東出版集團參觀交流 

 陳文明理事(右一)擔任印刷媒體「香港

青年技能大賽暨嘉年華2014」評委

陸偉豪副主席(右1)出席力

嘉創意文化產業園 - 第三屆

印刷科技最新動向研討會

「永發印務有限公司」百年

慶典酒會，本會主席王宏業 

(右1)應邀出席到賀

參觀「海德堡(深圳)印刷媒體技術中心」

除夕狂歡倒數迎2014 『長健組』香港一天遊 

新春行大運 老友鬼鬼釣墨魚暨義工表彰

秋冬輕鬆一吓BBQ 貴州苗寨觀光

慶祝三‧八婦女節做個快樂「掌門人」座談會美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