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訊�址�
九�旺⾓��街155��鴻⼤�1/F, B座

辦��間�
星期⼀⾄五（上午9�30�⾄晚上7�正）

星期六（上午10�⾄下午4�）
星期⽇��眾假期休息
�絡�話�2394 8261 
傳真�2390 4389

�址�www.eeegu.org.hk
���eeegu701@yahoo.com.hk

WhatsApp：9532 9376

���潮粵��⼯會         ���⾏政⼈員協會
�港專�廚師�會             �港專�點⼼師�會
�港���從�員�⼯�會

�港��專�技師(國家���格)協會

�⼦�會訊
2022年9⽉



亞太��（��）�限�司旗下部�品�的�
肆在7⽉1⽇��結��當中包括�辣�⼦�九
井壽司�Mee Lemongrass��肆�本會收到
62�求助�

⼯會在7⽉4⽇早上10��在本會��部為受影
響員⼯�⾏�討⼤會���⼗⼈出席�本會秘
書⻑�必⽂��益�幹事招冠��⼯�會�益
�員會主�丘�誠��⼯服�中⼼�幹事關勝
���⼯�兩�代表在場協助⼯友�

本會得��團�⽋⼯��代�知⾦�強積⾦�
⽉⽋供��涉��500�元�當中包括⽋供
158�強積⾦�⾄截稿��當中77�⽋�完成
�討�仍�81�正在�討中�

該�團開設�間不同�司��員⼯��司�構
���並從⼀年�開�已沒�為員⼯供強積
⾦��主於結��並沒�交代⽋����呼籲
�主盡�現�交代事件�

亞太���間�肆結�
⼯會�⾏�討⼤會 協助員⼯�討⽋�



《破產⽋��障��》
�訂提⾼�惠�項上限

其中⼀��員⼯表��上⽉�在��⼯作期
間��司��派⼈�知員⼯�⽇不⽤上��其
�得��主已經「⾛�」�被對⽅�⽋⼤約3
��元⼯��並發現�主已經⼀年沒�為�員
供強積⾦�希�政府和⼯會協助�們�討「⾎
汗錢」�

⽴法會在6⽉16⽇��根�《破產⽋��障�
�》動議的�議�議���⾼「破產⽋��障

基⾦」各項�惠�項的上限�

破⽋基⾦�惠�項4個項⽬的申索上限�⾼�
⽋�由3.6�元升⾄8�元�代�知⾦亦由2.25
�元�升⾄4.5�元；��費由⾸5�元��額
的⼀半��升⾄⾸10�元��額的⼀半；未放
年假���或未放法定假⽇���由1.05�元
�升⾄2.6�元�

�⼯�派代表到場了��在會上講�申索�
��⼜為受影響員⼯填寫申索表��⽅�關注
事件�⼜��會為員⼯提供⽀援���主涉�
�⽋�⾦�會提出檢�����⼯會已�知積
⾦局�關��事件�積⾦局��會主動跟��
規個��



「臨�失�⽀援計劃」⼯友申���
⼯會協助�110⼯友�檢 重���個�

在五⽉�⼯�會�益�員會就「臨�失�⽀
援」計劃的問卷��結果發現�328�受訪者
中��四成⼈不���未�申�的原因中��
「未�失��但開⼯不⾜」���佔29%。

本會幹事招冠�表��⼯會收到的個�絕⼤部
�是錯填���當�����受�⼤的衝擊�
⼤�⼯友⾯臨失��對⼿停⼝停的打⼯仔⽽
⾔���救命錢�部�⼯友實質已停⼯30天�
但只因提早了申�就被���再加上整個計劃
主�經�上��申��申��序��⼜�瑣�
⼀�不熟����作的申�者會錯填 / �填�
���沒����詳細了�被��的原因�

⼯�會�合本會在�的�間⼯會�在5⽉中旬
�⾏記者會�求政府設⽴�檢�制����理
申��並在5⽉�得到回應�政府宣佈推出�
檢�制��求���助的⼯友在7⽉8⽇�提出
�檢申�結果�

政府宣佈推出�檢�制��不少⼯友�往⼯會
�求協助提交補����⼯會在整合了求助個
���已為超�110�⼯友提出�檢申��很
�⼯友���知�檢成功�政府在7⽉�已完
成所���和�檢�並�佈47��申�中��
35�⼈�終���助�



��義⼯團�頒⺠政事�局
「防疫服�包」⼤⾏動義⼯嘉許狀

專�廚師�會���技師會
組織⾏�交�參�

6⽉2⽇�⺠政事�局�辦「防疫服�包」⼤
⾏動義⼯嘉許典禮�嘉許超�590個團��超
�256位�出表現⼈⼠�向協助政府派發防疫
物�的�構團�頒發�狀�表揚⿑⼼抗疫的
義⼯�得�者中包括����⼯�會義⼯
團�

在����誠摯��在疫�期間所�協助本
會抗疫活動的義⼯�理事�會員�同��各
界朋友�希�我們戰勝疫��⽣活重回正
軌�祝⼤家�壯⼒健�

在6⽉下旬�本會兩間屬會「�港專�廚師�
會」�「�港��專�技師（國家���
格）協會」組織理事代表到訪�浮⼭亞�⽔
產��科技的⿂���場�了�本��尾�
�的⽣產���本�⽔產�凍�品⾏��是
兩年疫�下⾸�重�組織⾏�交�活動�



永�懷�林⾺強�思會

本會�秘書⻑林⾺序先⽣（⼜�林⾺強）不
幸於2 0 2 2年4⽉1 3⽇在伊利沙伯�院因病
�世⻑辭�享年�⼗�歲�林⾺序先⽣（林
叔）的�世�是我們⼯會的⼀⼤損失��⼀
⽣��祖國�守�⼯會�照�同���⼈�
佩�

⼯會在5⽉26⽇在��部為林叔�⾏�思會�
同場的�會���理事�林叔的�友到場為
林叔���亦表�對林叔的思��緬懷當年
�林叔�⽴⼯會的⾟�史�

在會上���會⻑顏�雄�陳����位�
會�����憶�林叔�何協助�組⼯會�
積�招�當�⼗⼆間不同的��⾏�⼯會
（其中包括�⽇的���潮粵��⼯會）�
組織成為⼀個「�會」�團結�港�國��
�⼯友�協助��⼯友����糾��林叔
的汗⾺功��眾⼈�出��不辭���不計
�利�不�晝夜�⾄�⼯會為家�為會員服
��⼀⽣為���的�神�⼈⼗��佩�



⿑⼼抗疫 共同�⼒



活動點滴

2022.05.17~
點⼼�會南丫島⼀天�

2022.05.30~
��匡�社�⼼�派發

2022.06.06~
點⼼�會�回�夜釣墨⿂活動

2022.06.16~ ��匡�社
關�⻑者義�理�⽇



活動點滴

 2022.07.09~ �回�25�年
�⼯��向75�年參�團

 2022.07.09~ �回�25�年
�⼯��向75�年參�團

2022.07.27~
⻑者組�⼀講話�神講座

2022.07.26~�祝�港
回�25�年 南丫島⼀天�



想睇更�活動相���即�上⾯QR碼�讚���想睇更�活動相���即�上⾯QR碼�讚���
⼯會FB專⾴�⼯會FB專⾴�

����⼯�會
�三⼗屆會員代表��

����⼯�會改��⼀屆會員代表�現定於
2022年10⽉3⽇⾄10⽉13⽇辦��間��⾏
投��希各位合格會員�會員證到旺⾓�會辦
事�（九�旺⾓��街155��鴻⼤�1/F，B
室）�������出�⼀屆會員代表�

截⽌投��間為2022年10⽉13⽇下午3��
並�即�⾏點��到訪⼯會����守政府防
疫規定�必須戴⼝罩�量�溫�

http://www.facebook.com/eeegu1970


⾯對⼤灣�發展�港⼈融�發展⼤局��港��
��員��早�得�格證明�不單提升就��
會�同�裝�⾃⼰提升專��⼒�

中國國家���格考核中國國家���格考核

�港考證  國��⾏
裝�⾃⼰  ⽅便就�

中式烹�師 (初��⾼�)

中式�點師 (初��⾼�)

考核�容包括理論�試�實�試
考場設於⼟�灣⼯�會
⼯⼈俱�部��

截⽌⽇期 2022年9⽉25⽇

2022年10⽉9⽇

應試講座 2022年10⽉20⽇

2022年11⽉3⽇

考試⽇期 2022年10⽉27⽇

2022年11⽉10⽇

考試費⽤ 初�: $4500, ⾼�: $5600

初�: $4500, ⾼�: $5600

截⽌⽇期

應試講座

考試⽇期

考試費⽤

�詢報��

����⼯�會 2394 8261
林先⽣ 或
⼯�會��再訓練中⼼ 2715
6671 戴⼩�

 
 
 
 

�⼀�了�更�

https://www.eeegu.org.hk/chinese-national-qualification


會員福利



王吉顯律師
�址��港中環永�街5�
永�祥⼤�⼗��
�話�2111-2033
傳真�2110-9022

張��律師
�址��港⼲��中73�
中��團⼤�21�2105室
�話�3955-8033 
傳真�3461-9800
���
hc@humphreyandassociates
.com.hk

����⼯�會會費明細

會員福利



��活動
各位會員�

由於�期�發�型冠狀病�����下活動或會
因���況⽽�期或���本會在可⾏�況下�
�盡��知�關�����留意�

   ���祝�港
   回�祖國25�年活動
�祝中�⼈⺠共和國
成⽴73�年國�
�回�25�年����
⽇期�2022年10⽉6⽇（星期四）
�間�晚上7�30�
�點�九�尖沙咀�東�中港城�場1�6A�舖
「海⽉�會�」
費⽤�每位$285�會員�友$295
（�雀���抽�助�）
�註� 參加者��守政府防疫規定

寶���⼤�⽔鄉

�閒⼀天�

⽇期�2022年10⽉20⽇（星期四）
�合�間�上午9�正（準�出發���不�）
�合�點�九�旺⾓��街155��鴻⼤�（⼯會�下）

⾏�� �合→專⾞�往⼤�⼭→寶���天壇⼤佛→昂平
市�→午�（⼤�⽔鄉�味�）→⼤�漁村→�合點��

費⽤�會員$210�會員�友$220（⼤⼩同價）
※團費包括�⾼10�平��險��冠住院�險 
※旅⾏社�照�碼�354526
�註� 參加者��守政府防疫規定

�⽇�����

⽇期�2022年11⽉24⽇（星期四）
�合�間�點�

1. 旺⾓��街155��鴻⼤�（上午10�）或
2. ⼤埔�港�站A2出⼝（上午10�45�）
費⽤�會員$200�會員�友$210（⼤⼩同價）
            65歲�上$180
�容�3⼩�⾃助��BBQ���每位贈�兩�價值$10元
����品

�註� 參加者��守政府防疫規定



會員購物⼤�惠

�價

$220
��(半⽄)

�價

$80

紅�鮑⿂
(四頭)

種����不�盡��
���同�友參��購�
��只供參考��品�限�售完即⽌�
價格��更改��不另⾏�知�
根��港法律�不得在����中�向
未成年⼈售賣或供應�⼈��的���
�詢�� 2394 8261 秘書��

�點�九�旺⾓��街155��鴻⼤�1�(本會辦事�)

��使⽤
�費券

�價

$65

紅�鮑⿂
(六頭)

�價

$220

97回�
紀���

�價

$90
西��井

�價

$168
⼈參烏�

�價

$138

���
��⾳

�價

$250

貴��台鎮
珍品���

�價

$120
5⽀裝�克
�辦

�價

$50
��蛇�

�價

$45

洋�紅�
�港��

�價

$100
螺�(半⽄)

�價

$50
冬�

�價

$45
寧�杞⼦

�價

$85

杜仲
⿊���

�價

$50

河南淮⼭
(半⽄)

�價

$40

��
(四兩)

�價

$65
吊�

�價

$120

⼤�元⾙
(半⽄)

�價

$60

陳⽪
(⼆兩)

只限會員

$50

粵���
��

會員價

$40
�⼼/
東海堂
西�券樣本

樣本

樣本



1

2

點選

「我的」

即�下載⼯�App
���⼦會員咭

點選
「登錄」

輸入簡單個人資料
再點「獲取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後
點「確認登錄」

App Store Google Play 華為
App Gallery

最新消息、優惠福利
權益資訊、即時收到

掃瞄二維碼，下載工聯App

輸入個人資料
即時收到會員咭

https://apps.apple.com/hk/app/%E9%A6%99%E6%B8%AF%E5%B7%A5%E8%81%AF%E6%9C%83/id1327889646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eusoft.hkgl&hl=en_US&gl=US
https://appgallery.huawei.com/#/app/C101306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