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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代報課程日期

    業餘進修中心每季開設的課程超過1,000個，工會為減省
會員排隊報名的時間，特別提供代收報名表的服務。以下是
為會員代報2018-19年課程的日期：

代報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19:00

          星期六 10:00-17:00

代報地點：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113 號美華閣 2字樓

（科學館對面）

　　　　　 中環皇后大道中 151-155 號兆英商業大廈 1樓

（英記茶莊側）

代報手續︰ 報讀者須帶備會員證、填妥報名表及支票（每

科單獨開一張支票。支票背面須寫上報讀者姓

名、課程編號及聯絡電話），於上述指定日期

及時間內到本會會所辦理。

如有查詢，請電 23842026（尖沙咀）或 25414898（中環）。

會刊編輯工作組成員名單
主　　編：林冠良
執行編輯：陳秀麗
編　　輯： 吳傑文、吳鑽好、梁健雄、郭秀梅、
          陳明柱、鄧廉基、蕭詠芯

          （按姓氏筆劃序）
出　　版：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宣傳及教育委員會

今期的《文專薈》是第一次以電子
版形式和各位見面，文專總會一

向重視與會員的溝通，本刊改為電子
版可以更加靈活地加入不同話題的欄
目、文章、圖片或與網站連結，讓會
員更有效掌握和使用本會的服務。
    除了這雙月刊以電郵傳送外，大
家也會發現我們的網頁已有新設計，
目的是更方便會員尋找資訊和利用流
動電話隨時隨地獲取會員福利、活動
和會務資訊。
　　網站設計更新，以更簡潔和專注
的版面增加外觀的吸引力外，在內容
方面，將來亦會陸續嘗試加入不同的
媒體與會員溝通，例如不同專題的短
片、圖片集等等以迎合會員的需求。
　　透過電子媒介，文專總會亦可對
社會上一些大眾、會員或文職專業所
關注的問題加快回應，例如每年的薪
酬調查、權益事件，以及與會員工作
生活相關的議題的跟進，例如地鐵加
價、超時工作問題等，收集會員和公
眾的意見，向新聞媒體或透過議員反
映。 
　　溝通是否成功都要靠大家的合
作和支持，例如提供有效電郵、在
流動電話安裝微信訂閱文專總會帳
號、瀏覽讚好和分享文專的臉書
（Facebook）專頁令更多朋友認識和
參與工會的活動。如果你們對《文專
薈》、新網頁或任何有關會務的意見，
可隨時聯絡我們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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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人資料使用通知
　　本會一向致力保障會員的個人私隱及資料，並遵從「職工會條例」、
「職工會登記局條例」及「會章」所訂處理會員資料。凡加入本會成為
會員的過程中，我們會要求準會員填寫申請表，申請表上所提供的個人
資料將用作處理加入本會或屬下工會之用。
　　此申請表是確立會員與工會間的法律關係，雙方互有權利與責任，
會員可直接向有關工會了解會章內容。為此，會員必須同意提供完整身
份證號碼以完成入會程序。如有需要，會員提供之完整姓名及出生日期
會用作舉辦或宣傳有特定年齡組別或限制之會務活動或會員生日福利等
用途。
　　準會員可自行決定是否提供申請表內任何一項資料，惟如準會員選
擇不提供完整資料，工會將可能拒絕入會申請。
　　會員同意並授權工聯會各機構及其屬下工會使用閣下資料作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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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妥為保存。根據 2012年個人資料（私隱） （修訂）
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章），會員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任何會員提供的
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會員如不欲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請以郵寄（尖
沙咀會所：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113 號美華閣 2字樓）、電郵
（info@cpegu.hk）或傳真（23853344）形式告知本會。

加快資訊傳遞
增強聯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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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課程 秋季 2019年春季

代報日期
2018年8月27日-

9月8日
2018年12月24-
2019年1月5日

會員優先報名 2018年9月16日 2019年1月13日

公開報名 2018年9月17日 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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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年輕人沒有以下經驗：在 70
年代回鄉探親，港人都會帶一袋二袋的糧
油食品和衣物；在80年代，除了日用品外，
最難忘的是一家老少分工合作，抬着各種
家庭電器如電飯煲、電視機回鄉；到了
90 年代，則是往內地旅遊，在深圳以二、
三百人民幣做按摩、飲茶購物，過一個吃
喝玩樂的周末，也有朋友在內地置業作退
休或度假之用；在 2000 年以後，漸漸由一
出口岸就有人搭訕問「有沒有港幣換」，
轉變到不收港幣的今天。走過這些日子，
感覺香港人的優越感也像是一天一天的在
減弱消失。這又會不會是一些人討厭內地
甚至不以中國人為榮的原因之一呢？

把握機遇　乘勢發展
　　不要說「北上廣深」的競爭力已可媲
美甚至超越香港，內地不少二三線城市的
生活水平也追近香港，個別領域例如是居
住面積和綠化環境更是很多香港人夢寐之
所求。改革開放 40 年的確使內地民生走進
富足，也直接促成香港的繁榮。然而世界
潮流急湧之下，不進則退是必然定律。被
別人追過，一方面是別人跑得比自己快，
另一個原因是自己比別人跑得慢。

　　眼看國家的發展策略上已提出不少目
標和方向，「十三五」規劃亦明確要促進
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信息技術產業、
生物醫藥技術應用、新型儲能裝置、高端
材料等等都是發展重點。而一帶一路、大
灣區、中國製造 2025 等倡議和計劃，特別
是粵港澳大灣區更直接是香港未來能否繼
續走在中國各大城市前列的機遇。

裝備自己　發揮才能
　　對於文職及專業人員來說，有人可能
認為這些大策略與他們相距甚遠、不大相
關，畢竟都是老闆的投資遊戲，打工仔只
有被動回應，但是當機會來到時，一眾打
工仔在技術、知識和心態上是否已作出準
備把機會捕捉呢？例如語言能力；在兩岸
四地以至一帶一路的法律、稅務、理財、
會計的知識；科技技術的掌握以至生活常
識，都是要累積和裝備好才能在機遇來臨
時好好把握和有所發揮。
　　過去 40 年，大家已見證改革開放的成
效，國家發展策略方向已放在眼前，香港
政府、香港的老闆和文職及專業人員如何
利用自然各師各法，這裏只能補上一句：
「不進則退」而已。

發展潮流 不進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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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科技、
軍事和民生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所提倡的一帶一路更
是與沿途各國共同發展、一起繁榮的多贏願景，但是
有否回憶 40 年前即 1978 年，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
國家之一，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 156
美元，而當時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國家人均GDP平均數
也有 490 美元，難聽一點地說，真是窮過非洲。

歷經曲折顛簸　收獲今天成就
　　改革開放短短 40 年就令中國富起來，而香港也把
握這機遇從中奮進，由輕工業和轉口港突破成為國際
金融中心，被公認為世界最自由、安全和繁榮的城市。
這進程當中，不論內地或香港都有不少曲折顛簸。對
於年輕人來說，只要知道一點歷史，就明白今天所得，
來之不易，更應珍惜。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也可以
為自身的前途得點啟發。
　　貧困不是沒緣由的，縱觀在 1949 年新中國成立
前的歷史—清朝末年被世界列強以鴉片毒品、各種
藉口和手段，迫滿清政府簽訂多項不平等條約，實質
是對中國大肆搶掠，淘空國庫民財。到辛亥革命後，
中國又面對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等，人
力物力資源在連年戰亂中消耗殆盡。在 1949 年建國
後百廢待興之際，又要應付國際新霸權的挑戰，參與
了韓戰和越戰。50、60 年代由於被國際孤立和經濟封
鎖，國內一些激進的政治意識形態令政策出現偏差，
加上天災和偏激的政策如大躍進、政治運動如文化大

革命，都荒廢了國
家的經濟和發展，
直至 1978 年的改
革開放政策
撥亂反正，
經濟民生才
往正確方向
改善，轉瞬間已是
40 個年頭。
　　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全球經濟增
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過去十多年間創造了不少矚目成
就，電子貨幣的應用量額和範圍領先全球、高鐵成為
世界標準，各項大橋水壩的建設、環保發電、北斗
衛星等都在世界前列。國家並計劃打造《中國製造
2025》，以創新和品質取代廉價代工生產等等。
　　民生方面，2020 年的全面小康和脫貧的目標正一
步步實現，這些政策目標不像西方政客在選舉上的空
談，也不單單是向本國公民作出的承諾，而是向國際
公布，試問世上有幾個國家政府或政黨就其國家的發
展願景和具體目標公諸於世而又逐一實現呢？

面對三大陷阱  解決發展矛盾
　　然而，中國努力改善經濟、國民生活水準和綜合
國力的過程並不平坦，國內也曾經出現一些重大問題
例如國企呆壞帳、金融市場槓桿過度、工業低端生產
力和供應過剩、食品安全和產品質素問題，以及近年

見證歷史盛世  感受強國自豪
撰文：林冠良

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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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樓價等等。要解決經濟轉型和發展出現的矛盾外，
還有發展中國家面對的三個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
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於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塔西
佗，是指當執政者的公權力遭遇公信力危機時，無論
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
假話、做壞事。如果政府解決不了人民的問題，甚至
貪污腐敗就會被人民唾棄，這也正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全面從嚴治黨，建立法治要一直走在路上的原因之
一。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
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
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就如中國的崛起，雖然屢次開誠
布公地說永不稱霸，但都仍然惹來美國或其他國家的
懷疑，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甚至今天正在進行中的
以貿易戰和輸出顏色革命或其他手段干擾別國的發
展。

　　最後是中等收入陷阱。2006 年世界銀行《東亞經
濟發展報告》中指出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
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
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貧富懸殊、
就業困難，甚至社會動盪的狀態。香港順着中國改革
開放的勢突破了這陷阱，然而也可見到國家政策已針
對這方面有所作為。

盡好自身本份  協力實現願景
　　簡單綜合了過去 40 年的一些歷史大事，可以知
道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並不平坦，而未來中國發展的
目標，例如 2020 年的全面小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也不會是輕鬆容易的事，是要靠每個中國人
的支持和作出貢獻。和平盛世的今天不用像解放戰爭
中先烈們犧牲性命家財，只要大家在自己崗位上盡好
本份，幫助一下有需要的人已經可以。
　　儘管仍有些香港人不明白歷史與現今國情，
也不了解香港在改革開放中，既是貢獻者也是
得益者，甚至看不到中國夢與他們的關係，
但這是浩蕩的歷史洪流，也是歷史循環衰極
而盛的大勢。今天大家正正處於中國進入
盛世的階段，像歷史上的漢、唐和清朝的
康乾時期，重新成為世界經濟文化中心。
國家建國令人民站起來，改革開放令人民
富起來，到現在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強
國。香港從來未離開過中國，而祖國也一
直在關顧香港的成長，所以在香港的中國
人也是一直在享受這強國人的自信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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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經常提在口邊，說要改革開放的政策，今年踏入第 40 個年頭，所謂的改革，改
成怎樣？開放又到了甚麼程度？ 
　　相信近年有回內地的人應該會留意到，在回老家的路途上，窗外的景色不再局限於
黃土與泥石，行車的路上快速而平穩，沒有過去跌跌宕宕的晃動，出入關口站內外均設
有警衛維持秩序，更引入了不少智能識別裝置。

成效明顯　發展千里
　　說實在的，改革開放是有明顯的成效，甚至比香港跨的步伐更大。透過參考外國發
展，先後發展出覆蓋全國的鐵路，提升可達度，又設計出高鐵等高速列車，逐步把城市
化擴展到偏遠的鄉鎮，網絡發展技術亦緊貼國際趨勢，傳遞資訊是令改革迅速的重要一
環，經過不斷的改良及測試，漸漸建立強大的資訊科技網絡，並創作出獨有的科研技術，

令國家發展一日千里。

漸進改革　變身強國
　　國內的不同地區均設有大大小小的商場，引入不少外資企
業，除了讓本地民眾都可接觸到國外的最新資訊外，亦刺激
本土的商人設計出各式各樣的產品，從而促進小資本生意的發
展，他們的一小步，便是國家的一大步。

　　國家的一樹一河都實行責任承擔制度，這做法既可提高人民
對環境的關注，又可令人民對環境責任意識加強。這一切，都有
賴國家五年又五年的漸進式改革計劃，以多元化的小步子形式
在短短 40 年內重整旗鼓，並引領中國躋身國際大舞台，從昔
日農業國家演變成工業、經濟強國。再一次引證中國，強得
起！

中國  強得起
撰文：蕭詠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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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政策。這個政策除令中國向世
界開放外，還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國步入高速的經濟發展。
　　60、70年代，中國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無力控制具有 7億消費群的國家經濟，又無法
令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1978 年 12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
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改。

恢復高考制度　掀開改革序幕
    然而，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1977年恢復全國高考制度已掀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當時，中國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興起的時期步履蹣跚，原因之一是缺乏高科技人才。而
高科技人才主要靠大學來培養。因此，高考就成為國家決策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1977 年 5月 24日，鄧小平在與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指出，「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
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
人才。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
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
　　1977 年 8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在聽取時為武漢大學
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的建議後，他決定從這一年開始恢復統一高考。在座談會結束後，教育
部在北京飯店召開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

培育高質人才　貢獻國家發展
　　會議幾經反覆，在長達 40多天的馬拉松式討論後，1977 年 10 月 12日，國務院正式
批轉了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制定的《關於 1977 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
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届畢業生，符合條件
均可報考。考生要具備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
結果，這一年冬天，570 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多年的考場。高考結束，共錄取考生 27.3
萬人。1978 年夏季，610萬人報考，錄取 40.3 萬人。
　　高考制度的恢復，重新開啟了人才向上流動的途徑，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儲備和輸送了數
以億計的高素質人才，又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人才支柱的作用。
　　知識改變千百萬青年的命運，中國面貌也由此產生變化。
    2018 年 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就 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致函，
作出重要指示並部署有關工作。他強調，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貢獻力量。根據有關安排，港澳地區的大學、
科研機構及人員參與申請國家科技項目時，不需要再到內地找合作夥伴，可直接參與競逐。
　　這些不正就是改革開放科技教育的成效和延續嗎？

知識改變中國
撰文：吳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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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回想首次踏足自己的祖國（內地）是 1979 年 3 月初去桂林，因
為一些特別原因所以記憶深刻。
  屈指算來，由第一次踏足內地到現在當下，相距也差不多接近四十年了。

改革開放初期　首次踏足內地
    記憶中，那次去桂林的路線十分迂迴，當時的交通不像現時方便，首先要由九龍坐火車到
羅湖過關在深圳住一晚，早上再在深圳坐火車到廣州又停留一晚，然後翌日上午去白雲機場搭
乘飛機去桂林。
  過關去到深圳，第一印象是塵土飛揚好像四周都是田地沙泥路。當時入住火車站附近的華
僑招待所，曾問為何不立刻轉坐火車上廣州？得到的回覆好像是每天只有一班不停站的快車，
其他都是慢車。我們在廣州是由相關單位接待，出入乘坐吉普車（軍車），住白雲賓館是因為
近機場方便搭飛機去桂林。桂林回來廣州是住荔枝窩龍洞招待所，據說這招待所只接待高級幹
部。當時我覺得內地十分落後，人們不論男女穿着的服飾都好像是深藍或灰色的，可能我穿着
裙子和高跟鞋（其實只是 3吋高而已），走在街上常被指指點點，彷彿是異類。
  猶記當時買東西要使用糧票。為何記得？因為有一次車子經過海珠廣場附近的南方大廈（如
地點沒記錯的話）時，我要買「崩砂」吃，當時店舖的人問我要糧票，我當然沒有，就勞煩了
司機幫忙，回招待所後就被人責罵了一頓。當時好像我們港澳同胞買東西只可在友誼商店買，
還要用外匯劵之類，甚至去一些食肆也有劃分區域寫明只招待港澳同胞。
  後來，比較頻繁地經常回內地作交流訪問，參加春交會 / 秋交會等，都是入住東方賓館。
當年廣州沙面的白天鵝賓館開幕時，我也有出席參加。

見證中國騰飛　珍惜今天所有
    雖然之前因工作和其他原因經常往返國內作交流，但我對國家的更深入認識，卻是近十數
年透過加入工會做義工開始。
  在短短數十年光景，見證着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改變，不論是近的一線或是遠的二線城市
鄉鎮都大興土木，四處高樓林立。國家基建如高速公路、鐵路、航運……，都在飛速發展。國
民的生活改變更有目共睹，由共產制的漸轉萬元個體戶、國家容許港澳同胞回內地投資建廠、

發展千里  經濟騰飛
撰文：悅心

主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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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部分國營單位接受外商投資改革轉型……，國民生民愈來愈富裕，生活素質也提升了，尤
以珠江三角洲更佔盡地理優勢。
  見證了自己祖國經濟騰飛發展成為現今世界新的經濟體系，舉足輕重的國家，身為龍的傳
人是值得驕傲的。香港因為特殊的因素，也由於華洋雜處的關係，從一個小小漁港逐漸發展成
為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得天獨厚，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比起國內其他城市更佔優勢。
我們香港人應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你有一雙眼，我有一雙眼，遙望遼闊無垠的中國。
你有一雙手，我有一雙手，創造世界奇蹟的中國。

1.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
時代，這是中國發展新的（__）。

A. 未來方位
B. 歷史方位

2.　 改革開放的開端是（__）。
A. 十一屆三中全會
B. 十二大

3.　 「走出去」戰略的直接含義是（__）。
A. 到境外去投資、辦廠
B. 到境外去學習

4. 　 在全面改革階段，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
是（__）。

A. 農村
B. 城市

5.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__）。
A. 計劃經濟
B.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6.　 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是（__）。
A. 技術安全
B. 金融安全

7.　 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根據產權清晰的要求，企業應該擁有（__）

A. 經營自主權
B. 資產所有權

8.　 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個措施是（__）。
A. 推行家庭承包經營
B. 允許農民流動

9.　 改革開放過程中，新設立的直轄市是（__）。
A. 重慶市
B. 天津

10.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在（__）。
A.2001 年
B.2003 年

答案見 P9

考你考
改革開放40年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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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1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
1978年12月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改。A
1978年底 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成為中國改革的一個起點。
1979年 國務院頒布《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放權讓利改革。

1980年8月26日 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並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 B

1984年4月
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
江、北海這14個港口城市。

1984年10月 第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 C

1986年12月5日
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强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
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

1987年11月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概括為「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

1988年4月13日 建立海南省經濟特區的決議通過
1988年5月10日 中國第一個高新科技產業開發試驗區在北京成立
1988年9月5日 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

1990年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開發浦東

1990年11月26日
經國務院授權，由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這是建國以來內地的第一家證
券交易所。

1990年12月19日 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開業典禮 D
1992年初 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  E
1992年9月 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
1992年10月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1993年11月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建
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12月15日 國務院作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

1993年12月25日
國務院作出《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目標是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宏
觀調控體系。

1994年 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
1994年7月18日 國務院下發了《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標誌着中國全面推進住房市場化改革的確立。

1995年9月25-28日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舉行，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
1996年12月1日 中國開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

1.B、2.A、3.A、4.B、5.B、6.B、7.A、8.A、9.A、10.A

考你考
改革開放40年問答題答案

改革開放4 0年進程

A B C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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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進程
1997年9月12日 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1998年7月3日
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確立了商品房的市場
主體地位。

1999年3月 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9年9月 《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2001年11月10日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F
2002年1月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2003年8月12日 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
2003年9月10日 研究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問題
2004年1月31日 推進資本市場發展的「國九條」頒布
2005年12月29日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
2005年4月29日 股權分置改革的試點工作啟動
2006年10月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07年3月16日 物權法歷經反覆審議獲得高票通過  I
2008年10月9-12日 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09年1月1日 國務院決定實施成品油稅費改革
2009年5月1日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實施，創業板正式開啟。G
2010年1月1日 自貿區啟動，中國與東盟FTA（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 H
2010年5月 國家設立了喀什經濟特區，帶動西部地區協同發展。

2010年6月21日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
2013年9月29日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成立  J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雄安設立國家級新區。

2017年12月31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以慶祝改革開放40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
底。」 K

2018年4月14日 國務院頒發指導意見，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並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E F G H

J K

網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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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撰文：鄧廉基

－鍾逸傑訪談錄
  記憶中，早前工聯會有個名為《工聯傑青大灣區考察團》之行，有段視頻，我是粗略地看過，
再翻看一下，內有三位傑青受訪，鍾逸傑原來也是其中一員。訪問當晚真人露相，快人快語，好，
就來個輕談淺斟之夜聚吧。

致力權益及社會事務
　　有點好奇，青盛之年，有家庭子女，怎會花得起賺錢的時光來服務工會。
原來傑兄是在機緣巧合的情况下加入工會的。在一次聚會中，曾在工會工作
的同學和傑兄談起了工會事兒，就順勢把他拉入工會。由於他從事銀行業，
所以就在 2014 年加入了文專總會屬下的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幫手做義工。
而在 2016 年銀行工會換屆時，就被選為理事，並做銀行工會的發言人。
　　傑兄直言，今天銀行業的飯，也不是如三、四十年前的光景了。當然高
層的人工仍是很高，但中下層的從業員卻是夾心階層。平均而言，人工不是

任憑風雨起
總是後繼有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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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到有資格申請公屋居屋，但在
其他的社會福利上，則多不符合
資格了，即可說是 N無人士。另
外，銀行關門後的超時工作不少，
原則上有超時補水，但一般情況
下，申請的人不多。傑兄說是業
界文化使然，所以銀行從業員亦
與本港大多數的文職白領一樣，
面對着長工時，難以抽時間去陪
伴家人和進修的問題。因此，後
來傑兄亦加入了文專總會這個大
家庭中，在權益及社會事務委員
會中致力為工會開展權益工作，
希望可以為業界從業員及一眾文職白領盡一分力，爭
取合理的權益。

熱心服務工會獲肯定
　　服務文專總會的這段時間，傑兄可說是出心又出
力，為工會出謀獻策。每年度文專總會的權益及社會
事務委員會均會進行兩次的薪酬問卷調查，而每一次
都會因應時局結合不同的勞工議題，以收集廣大會員
的意見，再向有關當局反映。而作為委員會一份子的

傑兄，每一次都會認真思考當時有哪些熱門的勞工議
題與文職白領們息息相關，向委員會作出建議。例如
在今年 4月，由於政府仍未積極回應打工仔標準工時
的訴求，只推出無實質意義的合約工時，因此傑兄便
建議以此為該次問卷調查的主題，收集會員對標準工
時立法的意見，並透過召開記者會向政府反映，希望
打工仔能夠及早享受標準工時立法的保障，最後獲全
體委員接納。
　　最後，問了傑兄對於行業前景的問題，他說基層
的銀行從業員或文職職位潛藏危機。尤其是在不久前，
他參加了大灣區考察團，見到各種科技進步一日千里。
所以，可以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有不少金融服務業的
基層崗位（包括文書、櫃枱員），將會被智能系統替
代。傑兄這個洞見，並不是危言聳聽，我個人是頗為
認同的。故今天年青的從業員，不可不慎察矣。對於
傑兄為工會的付出，相信參與過工會工作的朋友都是
有目共睹的。今年，傑兄更榮獲工聯會頒發「傑出青
年工作者」的獎項，相信是對於他這些年來熱心服務
工會的一份肯定。
　　到訪問結束的時候，我們就在代表「職場熊貓」
的大熊貓旁拍照。事緣傑兄於五一勞動節中，穿上熊
貓形的外衣，藉以代表打工仔捱得如熊貓般有黑眼圈
呢！真是能者多勞。

    回想傑兄當日粉墨作熊貓登場的效果，以及
做工會發言人答覆傳媒至囗乾之況，深感整個工
會，是接班有來人！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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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文專總會聯同屬下工會
於 5月 1日響應工聯會號召，組織近 200 位義工及理幹事參
與「五．一」國際勞動節大遊行，大會今年四大訴求包括促
請政府盡快立即取消強積金對沖、反對擴大輸入外勞、反對
外判制度及爭取全薪產假 14周。
　　為凸顯現時文職白領超時工作情況嚴重的問題，本會遊
行團隊特意加入「職場熊貓•全城關注」的主題，本會一眾
義工及理幹事戴上熊貓帽，手持氣球、展示牌及大型公仔等
道具，寓意打工仔加班嚴重，人人有「熊貓眼」，希望特區
政府盡快回應本港打工仔女的訴求，立法規管工時，訂明標
準工時為每星期 44小時；加班則必須有 1.5 倍的補水，保障
僱員應有權益。最後，工聯會各負責人向政府遞交「五．一」
訴求後，結束活動。

　　港鐵去年盈利高達逾百億元，但仍按可加可減機制調升今年票價，
加幅更會高達 3.14%。故此，文專總會於 6月 1日至 8日以網上問卷形
式成功訪問了 862 位會員對今次港鐵加價的意見。結果如下：
1.　 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今次票價調整不合理（81.2%）。
2.　 推出的票務優惠不能夠減輕車費負擔（83.8%）。
3.　 超過一半表示每星期會乘搭港鐵7次或以上（51.4%），
大幅加價使生活壓力更大。

　　文專總會對是次港鐵加價的決定表示遺憾及失望。6月
19 日，文專總會副會長陳勇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
聯同一眾「職場熊貓」到港鐵表達不滿，並對港鐵及特區
政府有以下強烈建議，保護「職場熊貓」：
1.　 再次檢討可加可減機制，將稅前利潤納入票價的考慮因
素之中，並利用從港鐵分紅成立「票價穩定基金」，資
助市民乘搭鐵路，甚至其他交通工具。

2.　 豁免去年未啟動的 1.49%票價加幅，並將今年度向八達通乘客提供每程 3%車費扣減
措施由為期半年改為全年，而扣減幅度亦由 3%提升至 5%。

3.　 將現時的轉乘優惠擴大至其他交通工具，例如渡輪和巴士等。

五一遊行表達訴求

港鐵再度加價　趕絕「職場熊貓」

熊貓

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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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熊貓」平日工作時間長及工作壓力
大，因此，很少時間陪伴家人子女。文專總會
於5月27日在迪欣湖水上活動中心舉辦「『職
埸熊貓』兒童節親子野餐」活動，讓一眾會員
可以趁着假日，同親朋好友們去野餐，躺在野
餐墊上，望望天空，閒聊一下，悠閒的過一
天！
　　當天，一眾會員朋友們各自帶上自己的拿
手小吃，大家互相分享。在場的小朋友和家長
亦同本會義工一起玩集體遊戲，享受一個快樂
的兒童節，共度美好時光。

親 子 野 餐

活動形式： 參加者需在指定圖畫上填色，填色顏料不限；亦可自由加上背景、文字及插圖，發揮創意！
參加方法： 活動分幼稚園組、小學組及公開組。
　　　　　 幼稚園組、小學組： 本會郵寄比賽章程及圖畫予全港幼稚園及小學。
　　　　　公開組： 有關章程及圖畫放在文專兩間會所、部分工聯會址及文專網頁上，供各位會友自由

索取或打印。參加者可於 2018 年 5 月 27 日至 9月 30 日期間，將作品連同填妥之
報名表格（活動簡介右下角）郵寄至本會中環會址。參加者亦可親身提交作品至中
環或尖沙咀會址。

評　　審：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理事會
評分準則：總分 100 分（主題佔 40 分、技巧佔 30 分、創意佔 30 分）
截止日期：2018 年 9月 30 日（星期日）
公佈賽果：2018 年 10 月（文專總會會有專人致電通知得獎者領獎詳情）
得獎名額（幼稚園組、小學組及公開組皆同）： 
「冠軍」——現金獎HK$300、親子熊貓娃娃乙隻、熊貓帽子三頂及獎狀乙張。
「亞軍」——現金獎HK$200、親子熊貓娃娃乙隻、熊貓帽子三頂及獎狀乙張。
「季軍」——現金獎HK$100、親子熊貓娃娃乙隻、熊貓帽子三頂及獎狀乙張。
「優異獎」（二名）——親子熊貓娃娃乙隻、熊貓帽子三頂及獎狀乙張。

色 大 賽填「無OT•開心D」

倫樂 享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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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續會/
入會即送總值$70優惠券

（包括$20報讀進修中心課程）

2018年文專總會
會員專享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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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參與 共享樂趣

文康組招募義工
　　為豐富文專總會會員和家屬朋友
的生活，文康組員們會定期一起策劃
多項康樂活動，如遠足、一天遊、船
河及夏釣墨魚等。
　　歡迎你們來參與義務工作，使活
動更為精采。
會　期：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

19:30-21:00。
負責人： 孔先生（93680211） /
        歐陽先生（23842026）

合唱團招募團員
　　合唱團不時參與不同類型之交流及演出，歡迎對歌曲合唱
有興趣的會員加入。
團　費：每季HK$450，每周上課一次，二、四聲部合練。
時　間：逢星期四，19:30-21:30。
負責人：林團長（64019701）/ 歐陽先生（23842026）

室樂隊招募隊員
　　室樂隊隊員來自社會各階層，由對音樂有志趣的成員組
成，當中包括18歲以下的青少年。團員利用業餘時間，通過定
期的學習與排練，提高音樂造詣和樂器演奏水平，享受音樂。
　　樂團不時參與不同類型之交流及演出，歡迎具備一定演奏
及視譜能力的會員加入。
團　費：每季HK$200
時　間：逢星期六，19:00-21:30。
負責人： 陳先生（67336863）/
        駱先生（97261660）

一人發展一個會員
獎勵計劃 2018
    呼籲及推動非會員 / 復會期的會員加
入文專總會 / 文專總會屬會 / 文專總會贊
助會，每發展 1名會員獲 1分，每取得 5
分便獲發 $50 超市禮券乙張，發展越多，
獎賞越多。

呼籲朋友
填寫入會 / 復會表
格，於【介紹人】
寫上大使姓名，並
用手機拍下表格。

Step1

成為會員
可到任何一個

入會點
辦理入會 /
復會手續

Step2
拍照記錄

用手機拍下臨時會員
證 / 會員證，連同表
格相片WhatsApp 至

大使。

Step3
WhatsApp 登記

大使收到上述兩項證
明，即可以WhatsApp
發送到 98550767（文

專專號）。

Step4

成功登記
文專總會收到大使
WhatsApp 資料
後，會即日進行

登記。

Ste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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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專動向

滘西洲GOLF
同樂日

對象：文專系統港島區會友
日期：7月 29 日（星期日）
時間：09:45 集合，15:30 解散。
地點：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內容：1.　參觀滘西洲美景 
      2.　精美自助午餐 
      3.　 一小時專業教練指導：正確揮桿姿

勢、推捍訓練及即場打球練習
收費：HK$298/ 位（會員與非會員同價）
報名：25414898
備註：1.　 西貢巴士總站集合，然後乘搭專用

渡輪到滘西洲。
　　　2.　 費用已包來回渡輪費、午餐及教練

指導。

7-10月活動

對象：文專系統會友
日期：8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14:30-16:30
地點：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113 號美華閣二樓
收費：免費
報名：23842026
備註：活動設茶點招待

時事聊天室—
改革開放 40年之

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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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54



對象：文專系統會員
日期：9月 8日（星期六）
時間：14:00-17:30
地點：天后興發街 38 號
內容：推廣會務及聯繫會員
收費：免費
報名：23842026

會員電訪
義工招募

「鎂影耆彩」
義工招募

對象：文專系統會友
日期：9月 9日（星期日）
時間：13:00-15:00
地點：新界天水圍天暉路社區會堂
內容︰ 服務長者、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

婚紗 / 晚裝拍攝（即影即有）、攤位
遊戲

收費：免費
報名：23842026

「鎂影耆彩」
義工招募

對象：文專系統會友
日期：10月 21 日（星期日）
時間：14:00-16:00
地點： 土瓜灣馬頭涌道 50 號工人俱樂部 9字樓
內容︰ 服務長者、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婚紗 / 晚

裝拍攝（即影即有）、攤位遊戲
收費：免費
報名：23842026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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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會員及公開組 學生組
冠軍 鍾世傑 蘇妍彤
亞軍 梁麗明 陳美蒨
季軍 梁景遠 張潔敏
優秀 — 江倬茵
優秀 — 鄭思怡
優秀 — 李穎妍
優秀 — 張明康
優秀 — 羅子權
優秀 — 馮雅妍
優秀 — 姚紫彤

    藉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1 周年之際，文專總會
九龍東地區幹事會、工聯會黃大仙地區服務處及彩雲
社區網絡，在 2018 年 3 至 4月期間舉辦會員及公開
組的「職場苦樂」與學生組的「我的前路」徵文比賽。
比賽已圓滿結束，並於 6月 23 日舉行了頒獎典禮。
    舉辦徵文比賽的目的，是讓會員和市民透過文
章，正面地暢談個人對人生前路或職場生涯的看法，
藉此向香港社會釋放正能量。
    是次徵文比賽得到中小學生、會員及市民的踴躍
投稿，共收到逾100份參賽作品。經過嚴謹的評審，
評審團定出會員組與公開組之冠、亞、季軍及優秀作
品名次（得獎名單見附表）。

19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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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專總會義務工作統籌委員會於 2018 年 6月
10 日探訪湛山寺寶德慈德護老院，活動共有 45
名義工參加。在探訪湛山寺前，義工們召開籌備
會議，一同策劃活動內容，以及選購禮物送贈長
者。
　　探訪湛山寺當天，義工們都提早到達院舍準
備，並分成兩組。一組於寶德院舍探訪活動能力
較弱的長者，與他們傾談及送贈小禮物，了解長
者於護老院的生活。另一組則於慈德院舍大堂與
長者玩遊戲及表演，包括太極操、二胡演奏、粵
曲及流行曲演唱、健體運動等。過程中，長者都
積極參與，義工們最後送上禮物表達心意，並一
同拍攝大合照，為是次充滿意義的活動畫上完美
句號。

活動花絮

關愛長者 訪湛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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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一、 A 公司（香港居民在廣西某市設立的獨

資公司）等向該公司所在地居民黎某、
覃某借款，後A公司未償還借款本息。

二、 黎某、覃某向梧州中院提起訴訟，請求
A公司等償還借款本金 789.3 萬元，利
息 71.037 萬元。2010 年，梧州中院、
廣西高院均支持黎某、覃某的全部訴
訟請求。A公司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
2011 年，最高法院裁定指令廣西高院
再審。2013 年，廣西高院裁定發回梧
州中院重審。

三、 2014 年，梧州中院判决 A公司等歸還
黎某、覃某借款本金460萬元及利息。
各方當事人上訴至廣西高院，廣西高院
判决 A公司等歸還覃某、黎某借款本
金 428.48 萬元並支付利息。

四、 A 公司等不服廣西高院判决，向最高法
院申請再審，主張本案真正的借款本金
是 260 萬元，黎某、覃某出具的三張
借條上記載的金額是將利息多次計入
本金後得出的數額，不應當得到法律的
保護。最高法院裁定駁回再審申請。

【法院再審裁定駁回理由】
　　最高法院認為，「申請人主張本案借
款本金數額為 260 萬元，其依據是賴某與
覃某的對話錄音以及覃某草稿。而該錄音
中，覃某並未認可賴某關於借款本金為 280
萬元的自述，同時，申請人亦不能說明該錄音反映的
借款與本案涉及的三張借條所形成借款之間的關係，
故該錄音並不能證明申請人的主張。申請人主張覃某
草稿上的本金數額 558.48 萬元是從 260 萬元借款本
金利滾利所得。但一方面，申請人不能證明其所謂的
260 萬元本金如何演變成草稿上所載的本金數額；另
一方面，申請人主張的 260 萬元本金數額亦遠低於一
審查明的覃某分 10 次向謝某帳戶轉帳的 460 萬元，
且申請人對此未能合理說明。故申請人關於本案借款
本金為 260 萬元的主張並不能成立。」

【律師點評】
    A 公司主張借款憑證是高息「轉條」而來，應承

擔舉證責任。A公司主張本案最初借款本金
數額為 260 萬元，借條上記載的金額是前期
利息計入後期本金後得出的數額，但 A公司
提供的證據材料均不足以證明其主張，A公
司因此敗訴。
    為避免未來發生類似敗訴，提出如下建
議︰
一、 借款人應當樹立證據保全意識，完整保

存整個借款期間的相關交易文件，並可
在「轉條」後的借款憑證中明確「本金
中包含前期利息的具體數額」，並明確
最初借款本金數額。這樣做的好處是：
假設出借人僅以「轉條」後的借款憑證
提起訴訟，且前期年利率過高，借款人
可以列舉充分證據證明該借款憑證中包
含的前期利息，進而請求調减借款本
息。

二、 民間借貸「轉條」的本息之和保護限額
為：不超過最初借款本金與以最初借款
本金為基數，以年利率 24% 計算的整
個借款期間的利息之和。

民
間
借
貸
中
的
「
轉
條
」
和
「
利
滾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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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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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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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策劃人員總工會

屬會追蹤

　　當我們要做一個有作用的人那刻，其實是指你或
自己有否能力創造價值；當作為一位財務策劃人員，
應該要好好想想有否為服務的對象創造價值或增值目
標。

了解客人先明暸自己
　　每個人都公平地擁有24小時，亦都只有24小時，
在特定的時間裏，我們只能選擇某些客戶作為服務對
象，而如何選擇為「誰人」提供服務，是值得深思的
問題。
　　在每次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中有否創造「被認同」
的價值？這牽涉知己知彼的問題。在知己方面，我們

是否有心丶有能力提供以下服務？
一、協助服務對象在人生不同階段定立明確理財目標
　　提供一個全面的理財規劃參考，包括婚姻丶子女
教育丶投資、稅務丶儲蓄、債務管理丶退休丶保險及
醫療計劃等。
二、適時修正理財計劃，以對應各種人和事的變化。
    協助培養正確的理財態度和觀念，例如不同的人
生階段，所需要的保險、儲蓄及投資等產品和服務亦
會有不同，但大部分情況下，基本原則仍是：愈早開
始愈好。
　　作為一個好的聆聽者，需要有耐性，以及要對傾
訴者作出適當的回應及認同，最重要是有同理心。在
知彼方面，尤其重要的是要了解服務對象，財務策劃
人員是否知道：
一、 服務對象的基本個人資料、家庭背景（愈深入愈

好）。
二、他的性格（例如九型人格中的那一類型）
三、最能接受的溝通方式（例如視覺型丶聽覺型）
四、 他的價值觀（對錢的看法、對家庭的重視程

度……）
五、他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

需要良好的溝通技巧
　　為使我們能加深對服務對象的了解，好的溝通技
巧是必需的，好的會面記錄系統亦不能缺少。
　　一位經濟學家曾提過：

•價值取決於能帶來的效用
•價值由未來的收益而定
•不是由過去的成本決定

　　理財策劃專業需吸收多方面的知識，已付出的大
量時間及金錢便是過去的成本，如果不能好好運用所
學為服務對象帶來效用，為他們帶來未來的收益，這
包括財務上的保障丶增值和心靈上的踏實丶愉快，那
便是一種浪費。

財務策劃是創造價值
撰文：香港財務策劃人員總工會會員 吳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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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夜總會

區區有景點

　　油尖旺區在香港人中無人不曉，原來在外國旅客
中也一樣，今次為大家介紹油麻地區，最為出名熟悉
的必然是廟街。廟街有平民夜總會之稱，夜夜笙歌有
歌唱看 / 聽，有檔攤擺賣，亦有地道美食。

廟街特色　中外聞名
　　原來廟街在外國旅遊書中經常出現，當中介紹廟
街一帶的美食，包括煲仔飯、香辣蟹、蠔餅、炸大腸
等，讓專誠到訪的本土人士及旅客可感受邊行街邊吃
喝的樂趣，而路旁食肆亦在晚上把枱擺放在行人路上，
讓食客坐在行人路上一邊暢飲一邊暢食。世界其他地
方很少有這種特色街道。美食以外，逛廟街當然還有
購物。整條廟街由頭至尾都擺滿檔攤，售買各色各類
貨品，由日常服裝至最新穎電子產品也有。

天后古廟　歷史悠久
　　廟街的另一特色，是近旺角方向，有一座天后古
廟。該天后古廟是九龍區最大的天后廟，建於 1860
年，有逾百年歷史。傳說天后姓林名默，幼年已可預

測天氣並在海中多次救人，每逢「觀音開庫」也吸引
逾千善信前來參拜。廟宇周圍有戲曲表演，晚晚一眾
知音聚集欣賞，欣賞完後隨緣打賞表演者，是極有特
色之大眾文娛節目。在不遠處，還有很多攤檔專幫人
着相，有些攤檔甚至能提供多國語言講解服務。

撰文：梁健雄

油麻地

（網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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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公司承諾全數支付遣散費：工友又贏一仗。「一校一社工」政策迫走資深學校社工。

何
啟
明

協助因懷孕被欺壓的員工，要求設立6個月產後工作保障期。 與全港監察領展大聯盟成員抗議領展停車場連年大幅加租。

於母親節向天下媽咪派花，表達敬意。出席一年一度的「五一大遊行」，為廣大工人們發
聲。

向運房局副局長遞信，就青嶼幹線接連出現大塞車情
況，要求取消青嶼幹線收費及全面檢討應變措施。

和工聯會元朗服務團隊組成「改善天水圍交通大聯
盟」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運房局盡快審批落實增設
B1A巴士線來往天水圍北及落馬洲鐵路站。

麥
美
娟

郭
偉
强

陸
頌
雄

工
聯
會

立
法
會
議
員

議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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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工聯會成立 70 周年，工聯文化藝術促進
會於 6月 3日晚上假座荃灣大會堂舉行「情繫香江 70
周年文藝晚會」。

班組好友獻藝表演
　　工聯會吳秋北會長於開幕致辭時表示，工聯會自
1948 年成立以來，與香港市民共同走過 70 年的光輝
歷程。至今屬下工會已達 251 間，會員逾 42 萬，是
香港規模最大、會員人數最多的勞工團體。多年來，
工聯會高舉愛國旗幟，以「愛國、團結、權益、福利、
參與」方針，堅定不移為勞工服務，為貫徹「一國兩
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而努力。此外，工聯會以堅

定的初心，團結及保障廣大勞工的權益。他很開心能
邀得各工會、地區、工俱等班組朋友，一同為工聯會
成立 70周年的大日子而獻藝表演。 

各方團體盡興而歸
 　　在吳秋北會長致辭後，國聲中樂團率先上場表
演，之後有粵劇演出，及後有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
獨唱《紅棉》，以及蔡清風大師演奏獨弦琴《京島漁
歌》。
　　晚會還有其他精彩節目，包括四川變臉、魔法幻
影、拉丁舞、流行曲演唱及 KPOP 舞蹈等等。各方友
好團體盡興而歸！

周年
情繫香江

文藝晚會

工聯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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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福利︰滙賢牙科中心（前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

    陳怡茂醫生為本會顧問醫生，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的牙科服務，滙賢牙
科中心將提供新一期的牙科保健服務。
    由於經營成本上漲，本保健咭費用將輕微調整，而且本期數量有限，
會員請先查詢。

內容︰
—洗牙連口腔檢查 一次
—補牙 或 脫牙 一隻 ( 不包智慧齒 )
—口內 x光片一張
* 保健咭有效期至 30-6-2019
** 保健咭只限會員及其直系親屬 ( 父母、子女及配偶 ) 使用 ; 
*** 保健期內每人可使用一張
**** 使用時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證

（G）保健咭︰$ 420（只收現金或支票）

報名及交費地點：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113 號美華閣 2樓
電話：23842026

保健咭可於以下診所使用（敬請預約）：
佐敦診所電話：23329334、23329664
銅鑼灣診所電話：28389994

快D Add
文專啦！

Facebook 專頁

文專WeChat 帳號及 Facebook 專頁
    立 即 於 WeChat
及 Facebook 內 搜 尋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
員總會 / CPEGU」，
或掃描QR Code，就
可以隨時隨地閱覽文
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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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WhatsApp訊息不會以群組方式發送
2.以上均為文專總會會員尊享
3.以WhatsApp通知得獎者

    由即日起，文專總會會員首次訂閱文專總會WhatsApp 專線
「66214243」並發送會員證編號至專線號碼，即可獲 $20 活動現金
券（有效期半年），更可參加雙月抽獎。

加WhatsApp 專線 
會員有獎賞 66214243

透過WhatsApp 發放的訊息內容

．會員最新福利  ．工會權益資訊  ．文專總會活動

* 如希望收取會刊資訊，請加此WhatsApp 號碼並留言
「收取會刊資訊」

2018年全年優惠

聲明：本文提供的資料及優惠由商戶免費提供予文專總會，會員請自行考慮是否接受優惠或與提供優惠者聯繫。

更多優惠及詳情（條款）請瀏
覽www.cpegu.hk

帝京酒店 82折 香港百樂
酒店

68折

海生行
（海產食品）

95折

Smartech
（家電用品）

7折

Fresh Organic
鮮機有機店

88折柏慧思
（口水血糖測試棒）

8折

The Warehouse 
Optical

 （眼鏡產品）
9折

香港荃灣帝盛
酒店

85折

香港荃灣帝盛
酒店 85折

KKday
（日韓台泰行程） 95折 港澳電子船票

（來回）$260
折扣
優惠

香港荃灣絲麗
酒店 85折 華威酒店

HK50
折扣
優惠

龍堡國際銀杏館
（3間分店）

9折 富田和食亭
（觀塘及油塘分店）

88折 挪亞方舟度假
酒店

68折 最低5折

餐飲

購物

旅遊

住宿

「收取活動資訊」

「收取會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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