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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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迎二十大 奮進新征程
同心向前 齊賀新禧



1. �去五年的⼯作和��代⼗年的�⼤變
⾰�中共成⽴⼀百�年�中國�⾊社會主
義����代�完成��攻堅�實現�⼀
個百年奮⾾⽬��
2. 開闢⾺克思主義中國��代��境界
3. ��代�征�中共的使命���堅�和
加強黨的�⾯���堅�中國�⾊社會主
義�路
4. 加�構建�發展格局��⼒推動⾼質量
發展
5. 實�科�興國戰略�強�現代�建設⼈
才⽀�
6. 發展���⼈⺠⺠主��障⼈⺠當家作
主

在10⽉16⽇�中共⼆⼗⼤在�京開��並在
10⽉22⽇閉��中共�書記��平發表政治報
告�黨的⼆⼗⼤意義重⼤�是在�黨�國各�
⼈⺠�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征
��向�⼆個百年奮⾾⽬��軍的關鍵�刻召
開的⼀�⼗�重�的⼤會�

⼆⼗⼤的主題是⾼�中國�⾊社會主義�⼤旗
幟��⾯貫���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
弘揚�⼤建黨�神�⾃信⾃強�守正���踔
�奮發��毅�⾏�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國家��⾯推�中�⺠��⼤�興⽽團結奮
⾾�在報告上提到⼗五項重點�下�

中共⼆⼗⼤在�京召開 
發表⼗五個重點



7. 堅��⾯依法治國�推�法治中國建設
8. 推�⽂�⾃信⾃強�鑄就社會主義⽂�
�輝�

9. 增�⺠⽣福祉�提⾼⼈⺠⽣活品質
10. 推動�⾊發展�促�⼈�⾃�和�共
⽣

11. 推�國家����和�⼒現代��堅
�維�國家��和社會�定

12. 實現建軍⼀百年奮⾾⽬��開�國防
和軍隊現代��局⾯

13. 堅�和完�「⼀國兩制」�推�祖國
�⼀

14. 促�世界和平�發展�推動構建⼈�
命�共同�

15. 堅定不��⾯從�治黨���推��
�代黨的建設�的�⼤⼯�

其中�13���港的發展息息相關�報告提
��就「⼀國兩制」是中國�⾊社會主義的�

⼤���是�港��⾨回����⻑期���

定的�佳制度���必須⻑期堅���⾯準

確�堅定不�貫�「⼀國兩制」�「港⼈治

港」�「�⼈治�」�⾼度⾃治的⽅針�堅�

依法治港治���實中��⾯�治���實

「�國者治港」�「�國者治�」原則�⽀�

�港��⾨發展經濟�改�⺠⽣�破�經濟社

會發展中的�層�⽭盾和問題�促��港��

⾨⻑期���定�⽀��港��⾨更�融�國

家發展⼤局�為實現中�⺠��⼤�興更�發

揮作⽤�



����⼯�會
�三⼗屆理事�單

����⼯�會在2022年10⽉下旬�⾏會員
代表⼤會��出�三⼗屆理事���各位會
員�代表�各位理事的⽀���⼀屆理事定當
�盡所���國�港�⼒爭�⼯�益�為會員
�福祉��理事�單詳⾒下表�

�三⼗屆�員表
2022年⾄2024年

��會⻑�陳���顏�雄�袁福和�郭宏興
主    席�林千國
副 主 席�林�源�羅克��陳 琳�鄧永明
會��員�(正) 招冠��(副) 陳澤�
財��員�(正) ��鑫�(副) ���
福利�員�(正) 鄧鳳��(副) �紅�
組織�員�(正) �星義�(副) �志平
交��員�(正) 余劍雄�(副) 譚國�
���員�(正) ��哲�(副) 溫�怡
���員�(正) 陳�夫�(副) 司徒�輝
宣傳�員�(正) 關�初�(副) 馮灝釗
���員�(正) 余�珠�(副) ��輝
�補�員�張�群���
核 � 員�林淑�
秘 書 ⻑��必⽂

�⼗三屆���員
2022年⾄2024年

主    ��劉宇平
副 主 ��羅光明��永強
�    員�鄧志堅��鎮��鄧紹祺��⼩�
�補���員�陳關豐�林��



�鎖西式��店Crostini結�
涉⽋����費 

⼯會協助受影響員⼯�討�益

鴻��限�司經�旗下1 2 間西式��店
Crostini宣佈在9⽉13⽇結���⽋�員�⽉
�九⽉�⼯�� 涉�約120�員⼯�估計300
�⽋�補償�

⼯會在9⽉13⽇�16⽇先��⾏兩場員⼯�討
⼤會�協助受影響的員⼯向�⼯��積⾦局�
⾏申索�除了本會�⼯�會�益�員會代表
��積⾦局代表亦同場協助員⼯�討�⽋的供
���了��120�員⼯被�⽋8⽉�強積⾦
供��

�⼯友表���司⾃8⽉���⽋�⾦�在⼤
會�⾏當�已�絡不到�主�並�當��司的
���⾞⼿已沒�上��店�已����咖�
可賣�部��店在會��⽇�已經關閉��到
⼗��助�

本會為受影響員⼯填寫�⼯��積⾦局申索表
格�並���員可享�的�益�由於Crostini
��不少兼�員⼯�很�年�⼈��部�仍�
在學�⼯會同事向�們仔細講�申���的�
�����



經濟不景 ��個�增加
��協助員⼯��

7⽉12⽇�位於灣仔的⼀家點⼼中��結��
��協助受影響的⼯友到�⼯����

8⽉8⽇�������居正式結束���⼯
會在8⽉9⽇早上為約20��⽋�的⼯友到�
⼯�求助�求助⼈包括��的經理��⾯�
廚師�不同�位�被�⽋的⾦額估計�150⾄
200�元�

9⽉6⽇��塘順�邨⼀間�家結�����
��閘�員⼯�⼯�才得知��結��⼯會
同事收到�息�⽴即到場協助約20��⼯友
到�⼯����



9⽉26⽇��軍�⼀間�家的30��員⼯求
助�表��家停�但�主仍未⽀付部��
⾦�

���同⼯�會�⼦�議員�⼯�會�軍�
��服��主��宏滔�社�主��兆祺�
�社�幹事���到��協助員⼯��主�
⾏洽��希��主��⽀付�⾦�

10⽉16⽇�本會��店���從�員協會收
到⾼銀���團員⼯的求助來��表�該�
團旗下2間��於早�結����員⼯�員⼯
表���司沒�為員⼯供9⽉的強積⾦�10⽉
14⽇中午已��材供應到���故員⼯沒�
開⾨���

⽽�團所屬的寫字�����現被另⼀�團
收購�並�於10⽉15⽇交吉�員⼯未�得到
�理層告知��的�����⼯會陪同員⼯
到向�⼯����



「⼀證傍���國�⾏」
⼯�會�⾏國家��技����定考核�動禮

在9⽉21⽇�⼯�會在⼟�灣⼯⼈俱�部9�
禮堂�⾏「國家��技����定考核」�
動禮�⼯�會��再訓練中⼼成為�港⾸�
�國家⼈⼒�源�社會�障部�准可在�港
�辦「國家��技����定考核」�構之
⼀�提供�項考核和培訓�包括中式烹�師
（即廚�部）�中式�點師（即點⼼部）的
��證書�

在�動禮上�⾏政⻑官�家超��東省��
技�服���中⼼主��磊�⼯�會會⻑�
��為�動禮�製賀詞視頻��福局副局⻑
何�明�⼯�會理事⻑�國�⼯�會副會⻑
��紅�⼯�會��再訓練中⼼�幹事鄧詠
���主禮�

本會副主席林�源上台�享⼯會在�往國�
考的經驗���對國家��技����定考
核的期�和準�⼯作��表��「�年�晉
�⾼��店�中��會所���除了⼯作�
�之���很講求��專��格才��成功
���⼈事部�定�⼈�基本上就是睇你的
證明�」

�補��「�往�很���⼯會考試的⼯
友�現在���從事�理層�在五星��
店�⾼�中��⼯作�亦�部�⾃⼰開⾨做



⽣意�⽣意��客的⼝啤都不錯�另�都�
⼯友��證書出��⽣�到�������
加坡⼯作��國�司���中廚師�基本上
都看國家���格證��受性很⾼�」��
為��制度為本�想考證的⼯友作出評核�
整個考試�發證的��在�港完成�對⼯友
來講⼗�⽅便�

中�政府⾃2021年初�����技���證
書的考核�定�下放到社會���「誰培
訓�誰考證�誰負責」的��段���技�
��證書是經由國家⼈⼒�源社會�障部⾨
�核的⽤⼈單位或社會培訓評價組織在已�
���（⼯種）�圍��對參�者實���
技�考核評價所頒發的證書�⼯�會��再
訓練中⼼是�港⾸��國家⼈⼒�源�社會
�障部�准可在�港�辦國家��技���
�定考核�構之⼀�

期���疫�紓緩��關在即��港經濟和
就��況�會得到改��⽽�員��技��
得提升�從⽽��享�港經濟發展�來的成
果�

⽤⼿��⼀�⼆維碼
�看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hkftu/videos/1310020309806268/?t=1


政府��申�破⽋�序

�⼯�福利局�出�由11⽉開��破⽋基⾦
�員會已�託私⼈律師⾏協助申�⼈向�主
提出��或破產�����合破⽋基⾦��
發放�惠�項的規定�破⽋基⾦申�⼈��
須�往法律援助署申�法律援助����產
���才可�⾏�關的法律�序�破⽋基⾦
�員會亦會��律師�加強⽀援�理破⽋基
⾦的申��

��制�縮短�理破⽋基⾦申�的�間�合
�格的申�⼈可更��發放�惠�項��⼯
�已制定績效��（KPI）��求「⾃2022年
�四���破⽋基⾦申�辦事�收到申�
��三個⽉�就�單直�的申�從破⽋基⾦
發放�惠�項；不�於六個⽉�就90%沒�
爭議�經確⽴的申�發放�惠�項」�

本會理事譚國�����局
「��健員⼯嘉許計劃」�項

����健�局��⼯��⽴法會�⼯界議
員���會�員代表�合�辦�⼗四屆「�
港�出��健員⼯嘉許計劃」��在響應
「世界⼯作��健�⽇」�推�����健
��並表揚在各⾏各��⼒推動��⽂�發
展的員⼯�



頒�典禮早�於11⽉8⽇�⾏�其中本會理事
譚國�先⽣��「�⼗四屆�港�出��健
員⼯嘉許計劃」⼯會組銀���表揚�在提
升⼯作間��健⽔平的表現�

譚先⽣是��點⼼部主��曾於�間���
團����了���⾏�的⽇常⼯作��存
在的��健�險��在�去�年��協助本
會�組織本會���局合辦�⼀年⼀度��
������春派發福袋推�活動��訪�
港���積�宣傳�關���的��健訊
息�提�⼯友預防�傷��傷��倒�意
��

�亦組織理事�義⼯向����線員⼯派發
防疫物�������⼿液�⼝罩�檢測套
裝��並提�⼯友勤洗⼿�����店⾯�
�守政府防疫措���的�訊�減�⼯友�
病的�險���譚先⽣為⼯友的付出�亦恭
喜��得��的�項�

點⼼師�會��環署�物��中⼼
�⾏「點⼼��量⼯作坊」



在9⽉5⽇�屬會�港專�點⼼師�會��了
�環署�物��中⼼�⾏「點⼼��量⼯作
坊」�會上科學主�何國�先⽣向⼯友介紹
�何讓�客減少鹽�������⽤較��
�量的����獨⽴容器盛載�����並
且�享⼀�研�結果���「蝦⾁�賣」�
「鮮蝦春卷」是�較⾼�的點⼼之⼀�⽽且
�年提倡健����點⼼的��量�下�趨
��

想了��D的⼯友�可�⽤⼿��⼀�⼆維碼
�看《���物中��量的�界�引》�

⽤⼿��⼀�⼆維碼
�看《���物中��
量的�界�引》

1 ⼿機掃瞄⼆維碼，下載⼯聯App

2 輸⼊個⼈資料，即時收到會員咭

點選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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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App Store Google Play 華為 AppGallery

即時下載工聯App 領取「電子會員咭」

與時並進，響應環保
飲總將於2023年起，逐步以電⼦會員咭
取代紙質會員咭，請即下載⼯聯 App!

如會員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會
⼯會職員可協助你安裝及使⽤電⼦會員咭

https://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nifl/files/Trade_Guidelines_for_Reducing_Sodium_in_Foods.pdf?fbclid=IwAR3V7qYQvZaJOJE90r3N9fXquf_v6PYAe3AnNNTVbileKo_FOver-ZymeJM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E9%A6%99%E6%B8%AF%E5%B7%A5%E8%81%AF%E6%9C%83/id1327889646?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eusoft.hkgl
https://appgallery.cloud.huawei.com/marketshare/app/C101306175?locale=zh_HK


活動點滴

2022.08.10 �回�25�年 
故宮⽂��物�⼀天�

2022.08.12 
參��港����

2022.09.01 
��匡�社 ⻑者⽉�派發

2022.09.17 
⼯�會 賀國�會�推�街站



2022.10.01 �祝國�
�⼗三�年⽂�晚會

2022.10.03 
積⾦局���⾏�交�會

2022.10.20 �回�25�年 
寶��, ⼤�⽔鄉�閒⼀天�

2022.11.24 �祝國�73�年
�⽇�����

活動點滴



2022.10.22 �⽇�繽� 
⼤埔��中⼼市�

2022.11.03 
⼯�會政��到訪⼯會

2022.11.05 ��匡�社 
⻑者�⼼券��活動 

2022.11.08 
⿑⼼抗疫⼝罩派發

活動點滴



2022.11.12 �⼯�問�員會
�員代表��⽇

2022.11.13 
⼯���義⼯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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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點滴

http://www.facebook.com/eeegu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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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成⽴75�年

三����⼀天�

⽇期�2023年3⽉7⽇(星期⼆)
�合�間�早上8�30� (��不�)
�合�點�東�綫--⼤學港�站�⼼��側
⾏���合 → �隊���往⾺�⽔碼頭→ �光��往�⾨
→ �⾨島上天后古廟��⾨⼤�原�呂字疊⽯→ 午��⾨
�⾊�味�→ ���往東平�→ 更�⽯�岸上⾴岸→ ⾺�
⽔碼頭��

費⽤�會員每位$220�會員�友每位$230（⼤⼩同價）
  �上2團�註�
  參加者��守政府防疫規定�出發�須做�測�性
  團費包括�⾼10�平��險��冠住院�險
  �詢報���� 2394 8261 秘書�
  旅⾏社�照�碼�354526

��匡�社 �辦  --  賀�禧�⼼年��贈⻑者
登記⽇期�2023年1⽉5⽇⾄2023年1⽉12⽇
��⽇期�2023年1⽉16⽇⾄1⽉17⽇
���間�上午⼗⼀�⾄下午四�

���點�旺⾓��街155��鴻⼤�1/F B座(本會辦事�)
��對��凡65歲�上合格⻑者會員�可������必
須��⼯會登記�����出��效會員證

�詢�話����專⽤�線 95329376（註�額�即⽌）

�春⾏⼤�⼀天�
⽇ 期�2023年2⽉16⽇（星期四）
�合�間�早上10�正（準�出發���不�）
�合�點�九�旺⾓��街155��鴻⼤�（⼯會�下）
⾏ �� �合→專⾞�往享⽤中式點⼼午�→⽜棚��村→
沙頭⾓���古村→�味棧→�浮⼭海味街→后海灣�景
�→�浮⼭漁村�味晚�→�回�合點��
費⽤�會員每位$220�會員�友每位$230（⼤⼩同價）



會員購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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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
樣本

樣本

原價

$88
原價

$75

原價

$98

原價

$150

原價

$980

原價

$98

原價

$150

原價

$335

原價

$98

原價

$50
原價

$70

原價

$71
原價

$80
原價

$70

原價

$70
原價

$58

原價

$790

杜仲⿊���
(750ml)

洋�紅�
(300ml)

�價

$45

紅�鮑⿂(4頭)
�價

$80/⼀�
$150/兩�

紅�鮑⿂(6頭)
�價

$65/⼀�
$120/兩�

西��井
(125克)

�價

$90

�����⾳
(250克)

�價

$138

1997紀���
(357克)

�價

$220

�南普��
(100克/盒)

�價

$88

��⾺騮�
(250克)

�價

$138

珍品��
(500ml)

�價

$250

�價

$85
��蛇�
(750ml)

�價

$50
三��� 
(半⽄)

�價

$65

���� 
(半⽄)

�價

$70

⾦���
(6兩)

�價

$60
鴨��
(半⽄)

�價

$60

鮮鴨潤�
(7兩)

�價

$50

�台鎮�王
(500ml)

�價

$600

原價

$200
原價

$80

原價

$60
原價

$50

粵�����+
五⼗�年記�⾦座

�價

$120

��冬�
(半⽄)

�價

$65
冬�
(半⽄)

�價

$50

��
(四兩)

�價

$40



在⼿機加工會 Whatsapp (9532 9376) 並

下載工聯會⼿機程式 (步驟請看第12⾴)

各位親愛的會員：

由下⼀期會訊開始，工會將以「電⼦版會訊」
逐步取代實體會訊。
接收工會資訊 ~~~ 更⽅便，更快捷！
(工會將繼續郵寄會訊予60歲以上會員)

其他會員如想收到工會會訊，懇請大家：

     需要發送你的姓名讓工會紀錄。
     (可掃瞄下邊的⼆維碼加⼊)
    (如⼿機沒加⼊工會號碼，將不能收到訊息)；
或

多謝各位⼀直⽀持工會！

加工會Whatsapp
快捷收到資訊

掃⼀掃即睇
電⼦版會訊

�增WhatsApp�⼯�會�式
�代�寄會訊

��協助�裝Whatsapp/⼯�會�式
����或到訪⼯會

https://me-qr.com/4DWlW9i
https://www.eeegu.org.hk/newsle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