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翌铤怏桀 ! 新年迮步
徵 收 zO19年度畲 费

多谢 蹋下一直支持参加工畲 !本畲一向坠持爱圃爱港 、参舆社畲事膀 9以互掠互攘 9乎取合理耀
益 9提倡支持合作 、批抨盥督 、保福利 、乎獾益 、提意兄 、要合理辛取到底方式 9得到畲晨的懿同及支
持 ,令本畲不断番展 9在此谨向您表示衷心戚葫 °

2012年度徵收畲黄工作已蹋展 9薷各畲具於 2012年 1月 底前缴付 °收夤及方法如下 :

收 费 △。 在硪畲晨—年夤 60元 °   2.书 退休畲晨一年膏 们 元 o

r苻方便整理致菇逻#汔忿品灰诊卢宰宝 ,2Jrr半 5尸至 2Jr2半 亻刀孚虞逛#拿勇锇膨翎醐汶 #丿
方 法 :1.畲 夤可交到所属璐络晨、代表或理事 ° 2.含 膏可直接或酃寄到本畲畲所 °

3.畲黄可用琨金或割锿支票支付 9抬殒人寓
“
香港政府水膀署戢工畲

” 9

背面窝畲员姓名 、畲景鳊虢及骈络鼋话 o

工骈畲 zO12年镗皎送你廿莴平安保除

凡缴交⒛ 12年或以後畲夤 ,可镬工骈畲额外提供 20莴 元保除 (⒛ 小峙全球各地受保 ,意 外住院

琨金津贴 2sO元 /日 °薛情致雹工lll畲 :3“2sT3s或 中银集囤保除热镍 :31田 5100)查韵 °

iPhone捅0影技 巧 睬 程 : 《iPhonephotography》 已成掏一佃新舆祠橐 9iPhone有不同软件加工痍

理及随身分享方便 9成扁各圃揖影爱好者最新宵只 °本课程薛述各擐境拍撮技巧 9令 Phone燮身

Lomo相 楼 9360度全景拍揖 ,後期加工技街 ,令 Phone刽作出椠限新群 、另人眼前一亮的圄爿 °

睬程内容包括 :1。八大擐境 iPhone拍揖衍 °2.化身 LOmo相 棱 o3。全天 3ω 度全景拍揖 °4.特剔後期加

工技衍鞅件 9加上剔致透框 ,慑萏徨古凤格 。5.绸络夤家必锖拍揖衍 °6.相 片管理及绸上分享 °

日期 :2012年 1月 11日 (星期三 )畸 Foi:晚上 ⒎00至 ⒐sO  夤用 :含 晨及家属 BO元/非畲晨 90元 o

地黠 :九滟尖沙咀柯士甸道 11g~120虢 桨癀商桨大废 4字楼 ° (带偌充足雹 Phone上堂 ,作寅罾之用 )

**工畲怏讯 ** (参固 12月 份畲讯 )

政府人勇澎宇珑立厉 逻孚舞形比茅 。

掰彩穿争主辩 做 弱C/吲膨铭扫丿 。
截止 日期 :⒛ 11年 12月 30日

搴行 日期 :2012年 2~3月

政府人胃荔争舆翅求
水仙花造型切割班 ,

。金曲班 ,鼋瑙上绸班 9雹瑙偌份班

按庠班 ,保健班 ,揍生班 ,八段锦班

,ⅥΙs蒋 DVD班 ,太棰拳班 9穿珠班 9

9烹钍珏等等°

代软 ff工涕拿帮崔昭蘑 初夏睬程:27泛 ~3闸/12,夏季课程:⒋9/6/12年 ,秋季锞程△0-15/9/120

雷彩辜痨 第1埸《英雄、喋血》:12⒓虍012,第 2埸 △5/″20129第 3埸 :8/7归012,第 4埸 :7/10趁012°

和 芳 雷 豸 萤 抻 :一原廒 雹器 ,儇锇赏惠 ,可查韵 罔偾 °雹括 :刀305500(薷预偌畲 员镫虢碣 )

代爹 :一 英心西饼券一畲具偾 每打s36· 2元  海洋公固入螃券一畲晨镘 成Ay小 童 $1犯/77.5元

^劢
奁恚 :舄畲晨提供入油馒惠
1.舵亚石油公司 (蚬觳)

2.尚巷公司 (埃索、美孚)

9申 睛表格可向本畲索取

-查韵熟镍 :34210950 地址 :旺 角镛敦道 ⒍5虢屁斯太厦 9“ 室
一查韵祥情 :刀 12m31(邵 小姐)

苻铝厣争翱 渤 妫 灌益 ,霈填窟下列更拼咧← 蘑卢莸曰榷益吏刀倮厣
`香港政府水磅署娥工畲一畲晨夤料更新回僚

窨曼 姓名 :

身分磴虢镉 :

居住 地址 :

j丨↓i;i}虢 :

工作部罔 :

居住鼋静 : 手鼋 :

lll:;l:丿
l;】;{1:

鼋鄄 :

2011年 12月 14日

冰冰 尚有其他夤料 9薷寥朋 2012年 12月 畲瓿 冰冰



香港政府水榜署硪工畲
HoNG KONG GOVE曰NMENT W叮 ER sUPPL1Es DEPARTMENT EMPLoγ 飞Es UN10N

九媲油棘地嘲街 4⒎57髋篮朦大按 2宰按 雹眙 :27TO狁 % 翮文傅舆 :27,03617
2'卩,CHENG HONG BUl1DlNG47ˉ s7TEMPLE sTREE飞 YAVMArm礻 κo、vLooN,

槽檠名耦 :WS11l118

各位蜜蠹 :

卩摞瀑蝓班工作涤贴』取代 F非漂瀑黼班王作津舳J建懿

署方攮畿程 2012年斯财政年度申探用 『棵犟翰班△仵津贴扌取代 『井懔犟蝓班工作津贴』9基於 俨弗檬

难翰班工作津贴J自 l叨9年嬲始蘧作至今 ,任何肜式的故饔都禽臌接影馨各蠹工的根本榷益 9於艟本蜜代表

ΙL勤徇冕署方 9冀望能解泱 宇摞翠黼班工作津瞄』舆 俨井镖橥黼班工作津贴』之湖存在藿的差爨 。

本警於 ⒛l1年 10月 28目 徇篦署方 9茈舆部【l獾理覆暹行弗正甙曹锬 9期望在新镨施藩寰後 9篇蠹方窜

瑕瞰佳的倏件 o常天代获筲方出席蜜耩的有强秉能先生(助理署展/蘧作卜 李尹璇先生暗胛弓秘蔷)、 夤圃雄先生
(勰工程狮/新界西瀛卜黟子簪先生偶蜡阝F弓秘蕾/曼工嬲镙)及饔静雯女士(署璎部明秘薯/儡制)9本蜜代表有踽志

成先生 、繇名峰先生 、撺汝就先生 、焉霜镫先生及夤志雄先生 ◇

锱遇鳘方曹歌後 9工譬舆管理餍蓬成了以下的共搬 :

l。 含蕉格镅取 了膘蝉鞴班工作津鼯』金榘的景            蔚 ;

2.合蕉格颌取 ￡漂蘖鞲班工作津贴J的夤工人数       ;
3,每遇的工作琦数 ,女Ⅱ遇有公服假期 9孩星期的规定王作踏数可按有雨人虽孩天的z稍u叼裤湖铴魏氵
4,镄取 F稞珲鞲班工作津贴』的辈具刂绠按公耪昌事移规例第 酰8傺所盯明之规定而馥放 ,即 F漂珲蝓班工作

津贴』睨峙篇 :

i‘  每月Fxj罚笤簿 僦 1)工作由 z~s刂 `睁至㈧小畸篇港觯锶9尢 ;

h。  每用内不窟簿呱作由 sO小畸或以上篾淹觯 %9元 ;

5,超出每周熳定的王作蹭掇外 9腮髋篇逾畴工作 ;

6.邋漪工作的工作畴歙 9不叼鬻掇锣翳镡准鞲班王作的工作畸数内 9以申耩 酽稞辇翰班工作津贴 J;

7‘ 因接班畴嬲而礴致每星期翼穰的艚耩性灏睁工作 9在簧施 卩稞臻蝓班工作津贴』後 ,

`纟

荨t7哆弓扌室宁V钅占
。
,屠氵‘鹜「;

8,按鄯F弓有需要的其他原因而鏖生的逾峙工作 9在人手繁强的情况下 9            敲妙。

9.署方在有需要的慵沉下 ,龠考惠向蠹方鼗静拘艾件 ;

10,落簧俨膘潭蝓班工作津瞄d政策 9必缜得到圉蜃周乃公溺爝爨嬲局嬲槎及薰源情况静可下 9方可含面簟施 。

本畲稷鼢 F膘犟黼班工作津贴茴政策落寅後 9有部份由原来不含中镄 F井摞潭鞴班工作津骷』夤格的虽
工 9翻邂蒲 政策的落簧後而受惠 ,而金镢亦畲轳 C      伤耦箔J用簿 ,但同睁亦有部份蕞王 9蜜随
蓍新政策的落黉後而关黉镇取『膘犟鞴班工作津贴些的鬻格 9本畲激迎遣部份曼工向工曹彝求搦助 9本畲定必
向部明反映薏冕 9蕺罾蠹争取最大的槽益。

主席 :羯志成

番港跛府水貉署辙工龠
工饔¨一年十

¨月十八日

莛 l∶ 不定暗置作聘圃是韬星期一至星期六晚上八暗至翌囊七瞵之嬲睨走工作睁数 9以及星期日舆公服偎期的任何蹄圃
黢 2∶ 凡超出蓦糠的朱楠攮逾畸工作 9一般蜜於溺涸用内以辅假作馕 9除

J̄l 璇̄ 定逼两月蟹除上不能安拂辅假 ,琪刂作男刂黼 氵

支搏合作 批抨盥督 保搏水旃工畲傻 良形象 !

砚

置作
,渝

快 !

保福利 睾耀益 提意昆 要合理睾取到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