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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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

第1期

各位會員：

春滿人間歡歌陣陣，福臨門第喜氣洋洋。時逢新春，恭祝大家猴年身體健康、萬
事順意、家庭幸福！

回望過去一年，世界經濟風雲變幻，中國經濟穩步騰飛。印刷業工會仝仁團結一
心，堅持以關心國家，熱愛香港，維護權益為根本，推動香港政改，支持依法治港。

香港回歸祖國十八年，社會仍存在不穩定因素，無論是拉布或是暴亂，對香港的
經濟民生，社會環境都造成極之負面的影響，遺害無窮。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法治，
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來破壞她。盲目的民粹主義並不可取，如果有人把個人的
意願強加於他人身上，這就是不民主的行為；如果企圖採取暴力手段來發洩自己對
社會的不滿，企圖通過暴力來改變現有的制度，就是違法、就是暴徒行為。對這種暴
徒的違法行為，就是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和懲罰。

回顧歷史的慘痛，昔日國破家亡，河山慘被瓜分，奇珍異寶被掠，是我們中國人
的恥辱。香港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國家不可能被分割。香港人要面對史實，也要
面對現實，祇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才是香港的理想出路。

新一年，我們將迎來新的挑戰和機遇，印刷業依然面臨著技術轉型和生存發展
的壓力。但是有我們國家「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策略，有「十三五」規劃的偉大宏
圖，以及特區政府全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方針。這些有利因素將會為香港、為印
刷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與空間。

我們將繼續以求真務實的態度，用新的思維、新的方式，因應行業的變化和發
展，設計和舉辦多種活動，協助會員適應新形勢，把握新契機，共同面對當前香港的
社會問題和職業生活問題。

新一年，我們將繼續開展會務活動，既有與印刷息息相關的技術講座、參觀旅
遊，也有寓教育於娛樂的興趣班。歡迎印刷業及相關行業的從業員來參加。 

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還要繼續生活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衷心祝願香港社會
和諧，經濟繁榮，市民安居樂業，明天更加美好！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國家更加富強，
中國夢早日實現！

履行公民責任  登記做選民

主 席 的 話‧2016年     ‧

慶祝工會創會七十九周年

聚餐預告
日　　期：2016年8月6日 (星期六)

地　　點：香港北角富臨皇宮

　　　　　(歡迎會員家屬屆時光臨，詳情待定)

各位會員，大家好！

按現行《選民登記法》，合資格而又未登記人士全年均可辦理登記手續，如已登記做
選民，但地址有改變，請及時更新資料，以便日後行使法律賦予的投票權和被選權。

各位會員及朋友請盡快登記做選民，履行公民的責任和義務。只要年滿18歲，在
港居住滿7年，均有資格登記成為選民。有關手續須於今年5月2日前完成，您可選用
以下方法登記做選民。

1） 填寫選民登記表格 (循以下途徑索取)
- 在選舉事務處http://www.voterregistration.gov.hk/chi/home.htm網頁下載；
- 各區民政事務處、公共屋邨辦事處或選舉事務處
- 聯絡本會職員郵寄

2）遞交方法：
 - 傳真方式（致電熱線2891 1001）；
 - 郵寄灣仔愛群道32號愛群商業大廈10樓，選舉事務處
 - 郵寄九龍彌敦道757號威明大廈1/F (本會代交) 

工聯會秉承工運傳統，藉此團結所有打工仔一同站
出來，為打工仔爭取訴求和權益。今年將以「為權
益、爭工道」為主題，組織會員參與是次集會遊
行，向政府及社會各界，表達我們的訴求及心聲。
現呼籲各位會員，能為自己的職業權益站出來，一
同參與遊行。詳情如下︰

日　　期：2016年5月1日 (星期日)

時　　間：上午9：30 (集合時間)至中午12時

地　　點： 灣仔修頓足球場，集合後遊行到政府總  

　 部門外(添美道)集會

報　　名：致電2381 4257登記

工聯會「五．一」大遊行

春



陸偉豪副主席代表工會參加香港創新科
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FITMI第十屆理事
會就職暨「第五屆中銀香港FITMI成就
大獎2015頒獎典禮」。

12月10日

「家居維修保養」課程結業禮。

12月10日

會員、家屬「除夕倒數迎2016年」。  

12月31日

舉辦「輕黏土桔子班」。

1月6日

TVB記者就印刷行業情況採訪本會王宏
業主席。

1月14日

「聲聲相識歌唱組」活動花絮。

1月14日

清談 之「個人投資！理財！」

1月15日

態動工會 2015年12月1日 至 2016年2月28日

香港印藝學會舉行「第二十七屆香港印
製大獎2015」頒獎典禮，陳鍾鏞副主席、
林志堅副教育部主任代表工會出席。

12月7日

參與工聯權委在遮打花園舉行抗議行動
「抗議施政報告忽視勞工政策」

1月20日

舉辦「利是封DIY賀年全盒」班。

1月20日

林志堅理事代表工會出席，香港印藝學
會主辦「環保教育創意比賽頒獎典禮」。

1月23日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春茗，王宏業主
席、陸偉豪副主席、陳慧文秘書長代表
工會出席。

2月17日

「ArtosCAD彩盒結構設計」課程開學了。

2月19日

工聯會舉行「全民反暴力‧守護香港」
大遊行，本會積極參與及支持。

2月21日

工聯會舉行「金猴獻瑞賀新年」聯歡會
暨發展及鞏固會員頒獎禮，工會理事8
人出席，會務主任馬紹寬榮獲傑出義務
工會工作者獎。

2月21日

理事林志堅、陸綺微，秘書長陳慧文出
席「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第十七次會議」

2月22日

會員、家屬「新春行大運」。

2月28日

會員來稿

‧瑾‧

最近幾個月來，關於「退休保障」(簡稱「退保」)的討論不絕於
耳。截稿前幾日，筆者從電視上看到一位即將退休的民眾向政府官員
提問：「我的強積金戶口只得十數萬，但目前我太太患癌，又有年邁母
親需要照顧，請問我退休之後點算？」該位民眾的困境或者也是許多中
老年打工仔的心聲。筆者具備中國註冊理財規劃師專業資格，在此有幸
與各位讀者分享理財心得，供大家參考。

首先，要具備正確的概念。雖然政府有責任為民眾提供退休保
障，但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日常生活開支並非是同一個固定數字，需
明白，不論強積金也好，或是將來政府的退保政策是否引入資產審查
也好，我們應該將之視為一道「基本防線」，是為退休生活的「基本
需求」提供保障。試問：如果每個民眾的特殊情況(如上述之妻患癌、
母待養)，都求政府「買單」，對其他納稅人又是否公平？

其次，要正視人生風險。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但偏偏沒有
人能夠告訴我們幾時病？幾時死？萬一遭逢意外或患上重病，突如其
來的龐大醫療費隨時拖垮家庭經濟，甚至畢生積蓄「一舖清袋」，令
原本小康或中上程度的生活品質，淪為等待社會救濟的貧戶，豈不哀
哉？因此，能夠愈早正視人生風險的人，便能及時將這些風險透過商
業保險方式轉嫁出去，以杜絕這些「後顧之憂」。

最後，要採取適當的方法。所謂「積榖防饑」，我相信大多數有
擔當的打工仔都明白這個道理，想自己同家人將來退休無憂，最好的
辦法就是趁早開始有計劃的儲蓄，透過複息滾存的經濟效益，逐步
達致理財目標(例如：結婚、子女教育、買樓、⋯⋯等等)，如此一
來，當到了退休之時，安享晚年也就水到渠成，毋須憂慮。

如何為退休
做準備

不
痛心疾呼 還我香港昔日風采
——向暴力說

美食班之「增城年糕」

1月13日

‧毅‧

猴年初一，正當我們一家團聚歡度新
春佳節的時候，一班暴徒在旺角發動暴亂，
這些暴徒用石頭、硬物襲擊警員，使為保護香
港市民放棄與家人共渡天倫的香港警察受傷倒地。暴徒不但
襲擊警察，還在旺角多處地方放火焚燒、毀壞公物、街道、
破壞社會治安，這種做法極度凶殘，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社會
的形象，影響香港廣大市民歡度春節的心情。

這次暴亂不但使香港的形象受重傷，更使廣大香港人的
心受重傷。昔日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人以勤奮、拼搏
精神聞名世界，令人尊重、嚮往。

記得當年我去新加坡讀書的時候，香港學生倍受新加坡政
府和來自其它國家學生歡迎，一聽到我是香港來的學生，就不
約而同竪起大拇指說「香港好」！但是，大年初一的暴亂，使
多少人震驚。春節期間我邀請我的親友到香港玩，他們第一回
應就是「香港暴亂喔」，聽到這些說話我的心像被針扎地痛，
香港是我們美麗家園，被暴徒這樣破壞我們絕不允許！

記得昔日，老師、父母教我遇到危險記得找警察叔叔，警察
是香港安全的保證，警察讓我們有安全感。但是，今日看到警察
被暴徒打，怎能不心痛、不氣憤！對那些藐視法紀、襲擊警察的
暴徒絕不能手軟，一定要讓他們受到法律制裁。我們不能再讓
警察受到傷害，不能再讓熱愛香港的人們心痛。香港不能再受
傷，香港要回復昔日法治，政通人和的風采靠你我齊努力！



會員資訊站

工會日後會通過語音電話與會員進行廣泛接觸，各位會員如
果收到3678XXXX的電話時，可以聆聽工會最新消息。

會員如欲收取工會資訊，請在手機通訊錄內加入9234 2292，
並WhatsApp發出「收訊息」字樣，本會將為閣下送上最新活動信息
及資訊。

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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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當日天氣為下雨則活動取消，可致電工會查詢。

日　　期：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時　　間：上午9:00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西貢碼頭綠色的士站，(認工會旗)

內　　容：在這裡你可以一次過享受被群山環抱的感覺，眺望遼闊
的海岸景色，以及一覽香港豐富的石景資源，在東壩、
浪茄灣附近沿岸一帶的六角形如流瀑般的岩柱群，扭彎
摺曲的狀態令人大開眼界，這些六角形岩柱群已屹立逾
億年歲月，由最初期熔岩、岩屑及火山灰的混合物，散
失熱力後收縮而成，為香港地質公園的景點之一。此外
萬宜水庫東壩的防波堤，是用了7,000多個混凝土錨形
石堆疊而成，儼如海上長城，還有西貢半島沿岸的岩石
柱下部長期受到東風及海浪侵蝕，形成特別的海蝕洞，
只要走近便可一睹這奇特的地質景觀，步程約三小時。

日　　期：7月24日(星期日) 

時　　間：上午9時30分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沙田黃泥頭巴士總站 (認工會旗)

行　　程：由黃泥頭出發，經花心坑、女婆坳、踏古徑到梅子
林，沿古道登昔日「五鄉聯達」的茅坪，回程順
古道拾垃圾而下西貢北港，全程多為石砌古道。

難　　度：★★★

日　　期：6月05日(星期日) 只限新界東會員參加

　　　　　6月19日(星期日) 只限新界西和新界南會員參加

集合時間：上午8時正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福田口岸1號門 (認「製總」旗)

對　　象：會員及家屬 (每位會員限購4張票)

費　　用：會員及第一位家屬$120，第三及第四位家屬$170

行　　程：上午專車直達中山，午餐品嚐 :「姜太公釣魚宴」
參觀蘆薈大觀園、咀香園(杏仁餅DIY，免費品
嚐)；南沙十九涌海味一條街（自由購物）；晚餐品
嚐May姐推介「茘枝柴燒鵝宴」。

名　　額：以上各團名額30位 (以交款為準)

環保遊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  香港印刷業工會地區幹事會舉辦

南沙十九涌  荔枝柴燒鵝  兩餐為食團

日　　期：5月29日(星期日) 

時　　間：上午9時30分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大埔墟港鐵站 (認工會旗)

行　　程：由大埔墟衛奕信徑至大埔碗窑，經鉛礦坳去認識
城門標本林，再沿自然教育徑出菠蘿壩。

難　　度：★★

認識城門標本林

遠足暨攝影活動

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
牙科保健計劃

語音電話
WhatsApp專線聯絡會員

本會積極拓展會員的福利事業，成功邀請陳怡茂醫
生作為本會之義務牙醫顧問，還獲得陳醫生所服務之診
所的服務優惠，推出陳怡茂醫生牙科醫務中心保健咭，
以迎合各位會員及其家屬之需要。保健咭每張$330，
提供服務包括：

※ 洗牙一次 ※ 補牙一次或脫牙一次 (智慧齒除外)

※ X-RAY二張 ※ 無限次口腔檢查

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地址：
九龍彌敦道335號高怡醫務中心2樓A室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8樓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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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課程 會員報名日：

2016年6月12日 (星期日)

2016年秋季課程 會員報名日：

2016年9月18日 (星期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381 4257

印刷會員專享

徵集工會歷史資料
香港印刷業工會歷史悠久，2017年將是工會成立80週年大慶。

多年來，很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需要整理保存。為止，理事會呼籲會
員、工友將自己保存的各個時期有價值的相片、圖片、剪報、海
報、文章 (包括愛國團結、福利、權益、工會工作、參與社會等) 及
各類文化康體活動資料送給工會或借給工會覆製，工會將更完善的
為會員展示工會建會80周年專刊。



技術研討社班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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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部

日　　期：4月16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上午9:30 

集合地點：朗屏西鐵站 (認工會旗)

費　　用：會員$20　非會員$40

參觀凸版印刷廠

日　　期：7月8日、15日、22日及29日(逢星期五)

時　　間：晚上7:00-9:30 (共10小時 出席3堂以上並完成
　　　　　課堂習作者，會獲頒發證書)

地　　點：本會會所

導　　師：陳鍾鏞先生

費　　用：會員480元、非會員580元

培訓內容：1. 數碼印刷產品物流管理計劃及實施

　　　　　2. 如何按照企業既定的運作守則、指引及標準，
協助上司管理

　　　　　3. 協助上司在部門內執行有效的廠房管理及印刷
器械維修與定期保養

　　　　　4. 怎樣選購數碼印刷的生產機械及認識多媒體與
融合印刷的發展重要性

　　　　　5. 生產管理個案分析

　　　　　6. 數碼印刷企業實務考察

日　　期：5月28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下午2:30

集合地點：杏花邨地鐵站

費　　用：會員$20  非會員$40

日　　期：5月6日、13日、20日及27日(逢星期五)

時　　間： 晚上7:00-9:30 (共10小時 出席3堂以上並完
成課堂習作者，會獲頒發證書)

地　　點：本會會所

導　　師：陳鍾鏞先生

費　　用：會員480元、非會員580元

培訓內容：1. 認識數碼印刷技術理論、應用、發展及趨勢

　　　　　2. 認識有效數碼印刷生產管理

　　　　　3. 認識運作守則、指引及標準在管理系統上的
重要性

　　　　　4. 認識廠房及印刷器械的管理，日常維修與定
期保養，以數碼印刷需求為標準的重要性

　　　　　5. 數碼印刷企業實務生產考察

女女部部部

青年部

日　　期：5月12日 (四)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會所 

費　　用：全免

乳健教育講座

日　　期：6月15日 (三)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會所 (天台)

收　　費：會員$50  非會員$80

香薰班
日　　期：11月9日 (三)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會所 (天台)

收　　費：會員$50  非會員$80

肉鬆蛋卷

日　　期：9月14日 (三)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會所 (天台)

收　　費：會員$50  非會員$80

朱古力心太軟

日　　期：7月13日 (三)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會所 (天台)

收　　費：會員$50  非會員$80

Tiramisu 提拉米酥

日　　期：5月11日 (三)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會所 (天台)

收　　費：會員$50  非會員$80

千層蛋糕

日　　期：5月7-8日 (六-日)

集合地點：坑口地鐵站

集合時間：下午1:30

活動地點：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5月7日下午2時半入營，8日約下午1時解散

費　　用：會員138元(小童同價)  非會員168元 

費用包括： 戶外帳篷租賃費、營火會(燒烤包每人有2盒飲
品)、康樂獨木舟等。

內　　容： 陸上設施包括射箭場、籃球場、多用途草地、營
火場和燒烤場。此外，中心亦附設小型廚房及廚
具，並提供營具(包括營幕4人一個、地蓆及睡
袋)、球類及棋類等康樂用品營友入營期間使用。

數碼印刷生產管理高階課程

參觀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務科

數碼印刷生產管理初階課程

日　　期：4月22日 (五)

時　　間：晚上7:30

講　　者：陳敏華博士

簡　　介： 新亞研究所哲學博士，
專研中國宋明理學。

講題內容： 哲學，一向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其實中國
人聰慧萬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這次
講者將與你分享，原來讀哲學很實用，我們
根本在哲學中生活！

讀哲學很有「利」
清談講座 趣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