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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如既往地堅持愛國愛港的光榮
傳統，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積極參與社
會事務，關注會員工友的職業生活，爭取
和維護工人權益，開展各項會務工作，銳
意創新，加強服務。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
幾方面：
 
一 .參與社會事務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過去一年，香港政制發展一直是港人
關心的議題，落實普選更是香港大多數人
的願望，我們堅決支持 2017 年普選行政長
官的政改方案，支持警察執法，反暴力、
反佔中。參與了多項的愛國愛港活動；慶
祝“五一”勞動節，「要求政府 實踐承
諾 保障勞工」大遊行；“七一”回歸紀念
日，香港各界慶回歸大巡遊；「國慶 65 周
年酒會」 與會人員共聚一堂，暢談祖國 65

年 的 巨 大 變 化。
「千人廈門高鐵行
2014」、「義工大
集結 拼搏 2015 千
人廣西高鐵行」香
港各界青少年活動
委員會主辦「京哈
冰雪體驗專列團」；
香港大聯盟發起的
「 反 暴 力 反 佔 中 
保和平 保普選」，
以及「保民生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的街頭
簽名大行動等活動。充份發揮愛國愛港工會，
旗幟鮮明支持「一國兩制」，配合國家依法治
國，維護「基本法」的權威，捍衛特區政府的
管治權，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礎不受動
搖的作用。

二 .發揮工會職能做好權益工作
　　爭取和維護廣大從業員的合理權益是工
會唯一的宗旨。長期以來，工會全力以赴幫助
會員朋友，積極爭取應得的權益。近年來，本
行業雖然沒有較大型的勞資事件發生，但是，
被不合理扣除工資和假期，被無理扣除代通知
金和長期服務金等個案還是有發生的。維護
權益無分大小，只要有會員要求協助，我們都
盡心盡力及時給予幫助。我們成功為被解僱的
工友，追討回代通知金，取得應有的補償。我
們還響應工聯權委的號召，向在職會員發出關
於「兩假合一問卷調查」，派出代表參加記者
會，表達我們要求統一公眾假期的心聲。
    進入本世紀以來，香港經濟結構快速調整，
工會因應這些變化開展了各項會務活動。我們
派出代表參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印刷及出版委
員會」、「職業訓練局印刷及出版業訓練委員
會」以及「教育統籌局印刷及出版行業培訓諮
詢委員會」、「勞工處勞資三方小組」等等，
充份發揮了工會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推動業界
發展的職能。
　　我們還舉辦各種專業課程，配合資歷架構
的推行，鼓勵廣大印刷從業員不斷提升技能。
先後開辦了「印刷英文術語提升課程」、「海
德堡印刷系統高階技術與故障排除課程」、
「高效率印刷車間生產管理課程」、還有色彩
管理「志蓮淨苑攝影體驗實課」、「相片的

色彩還原及調校方法」及「印刷認證種類簡介講
座」，吸引了大批印刷從業員參加。除了舉辦課
程，我們還組織參觀「南華早報」、「珠海印刷
展」，與香港印刷界等團體合辦「第五屆國際全
印展參觀團」。通過參觀和交流，拓展我們的視
野，增加我們的技能知識，深受會員朋友的歡迎。
　　為增進業界的溝通和交流，我們拜訪了「凸
版印刷 ( 香港 ) 有限公司」，邀約了「中華商務聯
合印刷 ( 香港 ) 有限公司」負責人，勞資雙方就行
業發展、勞資關係、工會會務等交換意見，達致
共識。
    我們還參與了「香港印藝學會」第二十六屆香
港印製大獎、「香港數碼印刷協會」第十二屆香
港數碼印刷大獎的評審、「粵港澳印刷業第八屆
印刷業發展論壇」、「VTC 傑出學徒 / 見習員獎
勵計劃」頒獎典禮、僱員再培訓局「行業諮詢網
絡」交流會、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資歷
架構委員會的「資歷架構 ‧ 印出新體驗」等活動，
並繼續和商會、學會、協會、職業訓練局、等業
界友好攜手協作，為推動業界的發展共同努力。

三 .創新宣傳 舉辦活動 凝聚會員
　　會務的推動需要多方面的宣傳，我們以不
斷求變和創新的精神去適應會員的需求。我們
更 新 了 工 會 網 頁， 擴 大 和 創 新 宣 傳 平 台， 用
WhatsApp、數碼辦公室軟件等，推廣各項活動
和資訊，使工會聯絡會員的方式更加互動，更加
有活力，更加多元化。

　　工會各部門結合會務發展，開展的活動百
花齊放。地區幹事會；結合工聯、製總舉辦的
各項活動，定期聯繫住區會員及家屬。婦女部；
成立了義工活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策劃適
合女性會員的活動，為工會的大型活動製作小
禮物，舉辦的美食班深受歡迎，期期都爆滿。
權益部；定期舉辦長健組活動，去年舉辦了「長
者智能手機分享」、健康講座、長者生日會等。
青年部；透過以青年人的特點和愛好，舉辦清
談茶聚「職涯分享」、「快樂的主觀感受」、「我
見證了勞工法例的改革」及聖誕平安夜「紅茶
館之約」等活動，深受年青會員的歡迎。康樂
部的“遠足樂”長勝不衰，凝聚了一批遠足愛
好者，在行山健體的同時，加強對工會的認識，
成為我們的好朋友。教育部技研社；舉辦各類
型的進修課程，講座、參觀，深得會員和廣大
從業員的歡迎。一年來，我們舉辦了 75 項活
動，有 2338 人次參與。多姿多彩的活動不但
活躍了會員，更凝聚了我們的義工隊伍，去年，
我們的義工服務時數達 2217 小時，榮獲社會
福利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未來的一年，我們要繼續擴大愛國團結，
強化會務根基，推進會務新發展。努力發展、
鞏固會員，凝聚廣大的從業員，提升工會的影
響力和凝聚力。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做好經濟民
生工作，為落實「一國兩制」，為香港的繁榮
穩定努力再努力。

陸偉豪副主席作「會務工作報告」

王宏業主席主持代表大會

會務工作報告
第十五屆會員代表大會二次會議

2015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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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於中環遮打花園，強烈「反對日
本打破和平憲法」。  

8月2日

理事吳燕眉代表工會出席，製衣服飾從
業員協會69周年會慶。

8月2日

「絲襪花班」開課。

8月6日

參觀「綠藝制作」。

8月2 2日

副主席陸偉豪代表工會出席「香港紙業
商會五周年會慶」。

8月7日

會務主任馬紹寬代表本會出席，飲食業
職工總會成立四十五周年會慶。

8月2 0日

副主席陸偉豪、會務主任馬紹寬代表工
會出席「澳門印刷紙業職工會3 9周年
會慶」。

8月2 2日

理事林志堅代表工會出席「海鷗攝影協
會」38周年會慶。

8月2 3日

王宏業主席代表本會出席「慶祝香港海
關人員總會成立20周年晚會」。

8月2 8日

「印刷機 保養與故障排除」課程開學。
7月1 0日

美食班之「鳥結糖製作」

7月1 5日

清談第三擊「理財？理財！」講座  
7月1 7日

香港印刷業商會7 6周年慶祝晚會，主
席王宏業 (左1)、副主席陸偉豪 (右3)與
商會理監事合影。

7月2 0日

本會青年義工參加『飲水思源──香港
工聯會青年義工攜手東江行』。

7月2 5 - 2 6日

「印刷機保養與故障排除」課程的學員
結業留影，皆大歡喜。

7月3 1日

會慶盃乒乓球比賽

7月2 6日

工聯千人團廣西行

6月4 - 7日

義工協助工會寄發第二季會刊。

6月2 2 - 2 4日

「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慶典活動。
7月1日

技研社「Pr in t  Ch ina  2015印刷技術
分享」座談會。

7月3日

本會理事吳燕眉代表工會參加服裝業總工
會「慶回歸十八周年暨周年會慶」晚會。

6月2 7日

陳鍾鏞副主席代表工會參加「香港洋務工
會成立94周年暨慶回歸十八周年」晚宴。

6月2 7日

參加「高效率  印刷車間生產管理」課
程的學員，圓滿完成全部課程畢業了。

6月11日



班組活動

蛇宴聯歡

會員資訊站

技術研討社

「第 43屆世界技能大賽」昨日
（8月 16日）在巴西聖保羅圓滿結
束。香港代表團最終憑藉卓越技能，

在參與的 16項賽事中，奪得 7項優
異獎章佳績，獲獎數目為歷屆之冠。

獲獎選手分別來自資訊科技商業軟件

方案、機電一體化、平面設計科技、

櫥窗設計及佈置、美容護理、美髮及

鋪瓦項目，可見香港選手的技術達到

專業水平，備受國際認同。

摘自：VTC網頁：www.vtc.edu.hk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上課日期： 2015年 10月 8日 (逢星期四 
　　　　　除 10月 16日 (星期五 ) 共 8堂 )
上課時間： 晚上 7時至 9時半 (共 20小時 )，學

員出席 80%或以上及完成課程習作
可獲頒證書

課程宗旨： 旨在向會員介紹家居生活上，遇到各
類維修問題，有關問題的成因，提供

相關知識，協助學員掌握處理維修疑

難解決技巧，使學員有效地判斷及分

析問題，協助維修工作順利解決。

授課導師：工程師陸瑋聰先生

上課地點：本會會所

收　　費： 會員 $480　非會員 $530 

如何製作標準數碼稿
日  期： 2015年 10月 16、23、30日 (星期五 )
時  間：晚上 7時至 9時半
地  點： 九龍灣大業街 46號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印刷業 ) 三樓
主  講： 辛廣源先生 (印刷業資深導師 )  G7 

Expert, pressSIGN Expert
內  容： 此課程以理論及實操，運用色彩管理的

方法，學習校正噴墨數碼打印機，製作

標準數碼打稿，將傳統印刷和數碼打稿

進行色彩匹配，以及基本數碼打稿品質

的評估技巧。透過課程讓大家能夠減少

日常印刷生產上的爭議。

收  費：會員 /社員：$450  非會員：$480

咖啡經濟
日　　期：2015年 10月 9日 (五 )
時　　間：7:30pm
主講嘉賓：勞志純先生

地　　點：工會會所

主講內容：

(一 ) 世界主要咖啡地理性分類；
(二 )咖啡品嚐入門；
(三 ) 咖啡的採購及烹煮技巧；
(四 )咖啡與世界經濟。 

續繳會費辦法多 
　　各位會員朋友，如果您的會費已到期或
已過期，請盡快繳費，我們期待着繼續為您
提供服務。
續費辦法：

‧ 會員可憑會費繳費通知書，到任何一間
OK 便利店，憑繳費通知書上的條碼交會
費，OK 店每次收手續費 $3.5；

‧ 或：如您已有繳費靈戶口，您可以通過電
話或在網上交會費，每次收手續費 $2.3；

‧  或：到「中銀集團」各分行入數，底單
作為收據並傳真至工會；

‧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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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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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員如希望有人來廠收費，可聯繫工會

派員收取；
‧  可親自到本會、工聯地區服務處、工人

俱樂部業餘進修中心或工人醫療所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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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春季課程會員報名日：2015 年 11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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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保健
　　本會現推出新一期陳怡茂醫生牙齒全年保健咭，以迎合各位會員及家屬
的需要。保健咭每張 $330 元
提供服務包括：
- 洗牙一次
- 補牙一隻 或 脫牙一隻 ( 智慧齒除外 )
- 口內 x 光片 兩張
- 無限次口腔檢查
* 保健咭有效期至 31-12-2016
** 保健期內每人只能使用一張保健咭
*** 保健咭只限會員及其直系親屬使用；使用時必需出示有效之會員證

報名及交費地點：香港印刷業工會會所
保健咭於下列診所使用：
九龍彌敦道 335 號高怡醫務中心 2 樓 A 室    電話：2332 9334. 2332 9664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77 號禮頓中心 8 樓 15 室  電話：2838 9994

日　　期：11月8日(日益)
時　　間：上午9時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鰂魚涌地鐵站A出口 (認工會旗)
行　　程： 由鰂魚涌出發經小馬山、登上渣

旬山頂可飽覽大潭水塘、港島北

及九龍景觀，經陽明山莊後登上

紫羅蘭山及孖崗山欣賞赤柱及著

名的紅山半島。

難　　度：★★

衛奕信徑一、二段

自由行
　　本會聲明；會員申請入會時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

申請人加入工聯會和屬下工會之

用。有關資料將作為開展各項會

務活動﹑政策倡議﹑福利服務﹑

課程推介﹑文娛康樂﹑籌款及選

舉等用途。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修訂)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任何閣

下提供的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

面向本會提出。

有關個人資料聲明

第43屆世界技能大賽
港隊勇奪七項優異獎章  
獲獎數目為歷屆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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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談交流

觀塘區 
日期：11月 5日
時間：晚上 8時
地點： 觀塘馬啼徑 3號麗裕

大廈 1樓 A室
收費： 每位 $240

旺角區 (三場 )
日期：10月 31日、11月 21日、12月 25日
時間：晚上： 第一場 8：30、第二場 6：00、

第三場 8：30
地點： 旺角通菜街 189-195號永輝大廈 2樓
收費： 每位 $200

義工相約BBQ
日期：11月 29日
地點：大尾篤

收費：會員 $70  
           非會員 $100

多媒體樂與『路』
日　　期：2015年 11月 20日 (五 )
時　　間：7:30pm
地　　點：工會會所

主講嘉賓：陳家禮先生

主講內容：

(一 ) 我是多媒體自僱者，我做甚麼 ?
(二 ) 印刷連合多媒體的工作體驗。 
(三 ) 多媒體工作的苦與樂。 
(四 )多媒體的前路。

日期：11月11日 (三)
時間：晚上7：30
地點：會所 (天台)
收費：會員$55  非會員$65

班蘭蛋糕

遠足樂

除夕倒數迎2016
日期：12月 31日
地點：本會會所

收費：會員 $100  非會員 $120
           小童 $80 (3至 11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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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印刷出版、資訊及通

訊業的從業員於日常

的工作中都經常會進

行涉及體力處理操作

的工序，例如裝卸或

搬運紙張、顏料、書

本或其他貨物，以致

處理其他零碎事務

等。而當中的動作大多也包括提舉、放下、推

動、拉動和搬運等，這些看似簡單的動作其實

內藏了不少安全隱患。進行體力處理操作時只

要一個小小的錯誤，例如是用力不當、姿勢不

正確或沒有留意工作環境及負荷物的危害因素

等，便會令身體受傷。其實要有效減少人力提

舉操作所帶來的危險，保障僱員的安全和健康，

只要在執行有關工作時採用正確方法，便可以

減低受傷的機會。

提舉或搬運不當的危害

體力處理操作所能引致的傷害，不只是由一次

性的失誤而導致的，也可以由日積月累而來而

造成的，所以從業員絕不能輕視其危害的嚴重

性。從事此類工作的人士可能在完成工作數小

時後，甚至幾個月後才開始感覺痛楚。若不加

以正視，久而久之便會造成難以復原的傷害，

例如扭傷、拉傷、背部受傷、背痛、疝（小腸

氣）、以及關節、韌帶、肌肉和椎間盤磨損等。

危害成因

要改善不正確的體力處理操作，

首先要明白危害的成因，再作出

評估，加以預防。危害的嚴重性

則需視乎工作的安排、連續工作

的時間、體力處理操作的頻密程

度、工作環境的設計以致個人能

力的因素等而定。

預防措施

在評估風險及危害因素後，僱主及員工都應該採取適當的

預防措施去減低體力處理操作的危險。

從新設計負荷物

例如改變物件的大小，可把大包的物件分拆成小包來減低

重量。

在設計物件的大小或形狀時，應顧及攜帶和抓握的問題。

留意物件所提供的有關資料或標籤，例如重量和重心位置

等。改善負荷物的操作安排，以減低身體過份伸展、彎腰、

扭轉身體以致搬運距離的目的。

改變工作方法

可使用手推車、滾軸路軌、滑槽、吊重裝置、手動唧車、

活動運輸帶或其他輔助機械設備，去搬運和移動一些大

型、笨重和體積不同的物件。若沒有輔助機器在旁，可以

使用群體抬舉的方法。

注意周圍環境

當提舉和搬運負荷物時，要清楚通道上沒有任

何阻塞的東西及了解擺放負荷物的安全位置。

保持正確姿勢

在提舉重物時，要保持腰背挺直。當緊握重物

時，應盡量將重物靠近身體，然後運用強而有

力的腿部肌肉慢慢站起來。

足夠休息

需要有充足和適當的休息時間。

腰背保健運動

從業員可以經常做一些腰背保健運動令背部肌

肉強勁有力，更能適應人力提舉的操作。但曾

有背痛經歷的人士，則宜先諮詢醫生的意見。

正確提舉方法

1  準備搬運時，先行近物件，雙腳分開（約與肩
寬）。一隻腳放於物件之側，另一隻腳則放於

物件後面。

2  腰背須保持挺直，再蹲低身。
3  應用手掌緊握物件，避免用手指抓著物件，以
免物件滑脫。

4  將物件靠近身
體，借助大腿

的力量，將物

提起，而不是

借助腰力。

  

正 確 的體力處理操作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贊助 主辦

理事、顧問與來賓合影

載歌載舞齊歡慶

王宏業主席致詞 歡聚一堂理事敬酒 抽獎、頒獎嘉賓與獲獎幸運兒

*  是項活動並非由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職業安全健康局對此項活動引致或相關的一切事宜概不負責。

‧ 「 職業安全健康局印刷出版、資
訊及通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

會」委員王浩強抽出獲獎名單

‧   工聯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主任蔡金
     華 (右 1)為獲獎者頒獎及影相留念 

‧  「認識你的正確提舉
      方式」展版 

‧   王浩強理事講解正確提舉方法，由會員工友示範 

傳達職安健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