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組活動
服務業總工會

服務業總工會

查詢報名：2832 9181嚴小姐

歌詠班

拉丁社交舞班

地點：九龍上海街683號3樓
時間：晚上8時至9時30分（逢星期二）
費用：會員$160 非會員$200
    （每10堂為1期）
形式：教授基本歌唱技巧、簡譜視唱、
時代曲及民歌等，設最後1堂觀
摩，每期舉辦一次結業聯歡。
資深導師：鄺錦強

地點：九龍上海街683號3樓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逢星期一）
費用：會員$450 非會員$550
    （每10堂為1期）
資深持牌導師李惠桃教授

港九魚業職工會

卡拉OK訓練班
地點：灣仔駱克道272號東成樓11/F C座
時間：晚上7:30-9:00，逢星期四（每8堂為1期）
費用：會員$140 非會員$170（歡迎插班）
導師：姚更生先生
形式：教 授基本歌唱技功﹑簡譜視唱﹑時代曲及民
歌等。
查詢報名：2832 9181杜小姐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婦女健身美體舞班

服務總會 理髮化粧 化礦五金 環保清潔 家居服務 煙業工會 護衛物業
超市連鎖 鐘錶工會 傢俬紅木 馬會僱員 善終服務 推拿理療 美容健體
食品總會 牛奶工會 麵包餅業 蛋業工會 魚業工會 海產土產 藥業總會
香港生豬 九龍生豬 罐頭涼果 穀米副食 雞鴨工會 園林樹藝 衛安總會
嘟一嘟
可進入本會網站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F 電話：2832 9181 傳真：2834 0586
進修中心：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5號2/F
電話：2914 4266 傳真：2914 4236
網頁：www.service.org.hk
電郵：sfu@servic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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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飲品業僱員總會 主辦 服務業總工會 協辦

『職安健康喜迎春、積金優化增財富』
職安健、強積金講座暨新春聯歡宴會
日期：2015年3月12日（星期四 農曆正月二十二）
時間：晚上7時正講座、8時入席（4時恭候）
地點：倫敦大酒樓5樓（彌敦道612號，旺角地鐵E2出口）
費用：每位170元（大小同價）
喜鵲耍樂、歌舞表演、職安健、強積金講座、有獎職安、
積金問答遊戲，抽獎等

   本課程把舞蹈結合健身，讓學員在音樂中，
感受節奏動感，令學員在舞蹈中，達到燃燒脂
肪，健美修身的效果。
課程：全期10堂，每堂1小時30分
開課日期：2014.3.6~5.22（逢星期五）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8時30分（請自備技巧鞋，或薄底布鞋）
上課地點：上海街683號3樓（太子站，旺角維景酒店斜對面）
費用：會員290元 非會員：320元
查詢：2832 9181王小姐

歡迎服務業各工會會員、家屬及同業踴躍參加
訂票及查詢電話：2832 9181
贊助：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積金局

海產土產雜貨職工會（地點：德輔道西139號鴻昌大廈6/F B室）

日期：耳穴延續班及初級推拿班：2015/01/16起（8堂）
           耳穴初班：2015/03/20起（8堂）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7:30-9:30
費用：會員$240 非會員$300
導師：余耀祥老師
查詢：2540 2461黎姑娘（下午1:30-6:00）

時間：星期一（甲班） / 星期四（乙班） 晚上7:30-9:30
費用：會員$220 非會員$280
內容：資深粵劇團導師，教授粵曲之基礎理論，叮板，
工尺譜，呼吸，運氣，唱情表達及唱腔技巧等。
導師：林瑞瓊老師
查詢電話：2540 2461黎姑娘 / 9194 8279曾姑娘

2015年
新年獻詞

專業水晶甲班

基礎剪髮班

內容：法 式延長技巧、內藏雕花、及其他拋
光打磨技巧
上課時間：2015年3月份 晚上7:30–10:30
堂數：8堂，每堂3小時
費用：$1880
上課地點：旺角西洋菜南街14-24號榮華大廈3字樓20A
室
查詢及報名：2832 9181鄭小姐
學員需要自備工具

課程內容：衛 生與安全的重要、剪髮工具運用、女仕
剪髮 （直剪、邊緣層次，均等層次）、男仕剪
髮（電剪運用、游水裝、平頭裝） 需要電剪
費用：$600（包長髮公仔頭一個連公仔頭腳架價值$100）
課程：共5節（每節2小時）
開課時間：2014年3月份，逢星期二晚上7:00–9:00
學員須自備工具及材料：剪髮梳、剪刀、牙剪、電
剪、鴨咀夾5隻（導師可為學員代購）
上課地點：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14號榮華大廈3/F 20A
查詢：2832 9181鄭小姐

我們因應社會的改變，把勞資糾紛爭取範圍擴大
了，不單須爭取合理工資、工作晋升、在職培訓、職
業安全、要求公司機器設備要人性化等等……，務求
使僱員能在職場中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在權益工作中，我們發現政府物業外判服務合約
（如房屋署、康文署、食環署等屋苑保安及清潔），
每兩至三年約滿時，員工均受影響，遣散費、年資、
勞工假期、年假、薪酬等權益被剝削，經常引發勞資
糾紛。政府及領匯是最大的承判商，因此要求政府帶
頭完善「標準合約」條文，希望從源頭改善，保障工
友合理權益及福利。
在新的一年，祝願經過激烈創傷後，大家能發揚
獅子山精神，共建和諧社會再創香港輝煌。

⇧

香港理髮化粧業職工總會

日期：2015年3月22日（星期日）
費用：$138元（大小同價）
行程：東涌白芒更樓 午餐東涌原居民風味宴 芳園
書室 荃灣如心化石公園 饒宗頤文化館 返
回集合地點解散
集合地點及時間（逾時不候）
①大圍火車站A出口
工聯會沙田地區～上午8時45分
②屯門柏麗廣場～上午8時45分
③荃灣西樓角街公眾停車場旁
綠楊坊對面～上午9時15分
查詢及訂票：2832 9181（黃先生）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贊助
⇧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維護權益工作中起到很大進展。

新春行大運
⇧

唐賡堯

在2014年，服務業總工會
與各屬會一同努力，在

香港賽馬會僱員工會 主辦
雞鴨業職工會 港九榖米副食業職工會 協辦

⇧

粵曲班

⇧

耳穴班

本會辦事處2015年春節休假
由2015年2月18日（星期三 農曆年三十）休假
至2月25日（星期三，農曆正月初七）止，2015
年2月26日（星期四，正月初八）照常辦公

9月24日

護衛總會與工聯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及區議員許林慶協助興東
邨房署外判合約屆滿工友，外判公司承諾發遣散費予工友。

11月11日

12月22日

馬僱工會滘西關注組與公司會議，公司承諾員工加薪要與香
港賽馬會員工劃一及同一時期；約滿酬金評估要持公平及平
等對待；工作增加環保設備。
護衛總會及環保清潔協會到康文署請願，因全港康文署外判
服務合約（標準合約）工人突然被削減工作一半崗位，部份
工人因此受到工作及生活的影響。工會十分關注事件，認為
康文署要加強監管外判商行為，了解外判公司有否乘機剝削
工人。如有必要，更需制定黑名單，禁止他們繼續投標新合
約，以儆效尤。康文署亦應加強了解及關注工人工作，及保
障工人基本生活。

毅志社（青年義工團）

以5★為最高

井欄樹至沙田坳

水浪窩至西貢

日   期：1月25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半
集合地點：筲箕灣港鐵站A出口
難   度：★★★（行程約3.5小時）

日   期：3月29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半
集合地點：鑽石山港鐵站C出口
難   度：★★★（行程約4.5小時）

日   期：4月26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半
集合地點：沙田港鐵站近票務處
難   度：★★★（行程約4小時）

任感
★有責
足經驗
★有遠

提示：當 天出發前2小時遇上暴雨或3號風球或以上，則
活動取消。

毅弘社
查詢及報名電話：
2832 9181嚴小姐

活
動
花
絮

經驗導遊帶領，歡迎會員及親友參加，認明
【毅志社】旗號
有興趣者請致電2832 9181鄭小姐報名，以
便統計人數及獲取活動最新訊息。
參加者請留手機號碼，以便聯絡，額滿即止。

義務剪髮顯愛心 春日時事漫談
日期：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30分（逾時不候）
地點：灣仔駱克道272號東成樓11/F C座
有意參加者請按舉辦日期分別提前登記，
並須自行洗頭之後，前來應剪理髮。

港九魚業職工會

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聯歡聚餐
日期：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四時恭候 晚上七時入席
地點：珍寶海鮮舫（香港仔黃竹坑深灣碼頭徑）
票價：$200（大小同價）
報名查詢︰2832 9181（工會秘書 杜小姐）
活動內容：晚宴備有喜鵲耍樂﹑抽獎助興 歡迎會員、家屬參與

日期：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本社會所（歡迎會員及社員參加）
    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字樓
形式：播放電影“ 守望者 ”
費用：全免（茶點招待）
為方便統計人數請報名作實

新春聯歡盆菜宴暨
2014年度發展會員頒獎禮
日期：2015年3月6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本會會所（香港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字樓）
費用：$145

香港理髮化粧業職工總會

2015新春行大運

日期：2015年3月1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四時恭候 晚上準八時入席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倫敦大酒樓（旺角港鐵站E2出口）
票價：$200（大小同價）
報名查詢︰2832 9181（工會秘書 杜小姐）
活動內容：晚 宴備有喜鵲耍樂、新春利是、卡拉OK、舞蹈表
演，歡迎會員、家屬參與

港九魚業職工會於2014年12月
16日舉辦了會員聖誕聯歡聚會，
一眾新舊會員一齊普天同慶。

14年10月12日毅弘社於秋
季大旅行中合影留念

日期：2015年3月15日（星期日）
費用：每位$160
行程：沙田車公廟 古巖淨院 荃灣公園 荃灣皇廷廣場
海味購物（中午東涌羅漢寺品嚐齋宴）
上車地點
開車時間
① 薄扶林村紅綠燈位
上午8時15分
② 香港仔利東邨
上午8時30分
③ 太古城華山閣大石級
上午8時15分
④ 灣仔駱克道與杜老誌道交界
上午8時30分
⑤ 九龍塘根德道（理想酒店側）
上午8時45分

2015新春團拜暨
敬老聯歡晚宴

龍脊郊遊徑

招募
足領隊
義工遠

新春行大運

香港生豬肉食業職工會

遠足活動預告

費用：交通自費，自備糧水，遮陽帽，雨具，行山杖，防
蚊用品。（本會代購平安保險，工會會員及直系親屬免
費，非會員參與者則每位收10元平安保險之費用。）

查詢：2832 9181（嚴小姐）

⇧

護衛總會及環保清潔協會協助田灣邨房署外判合約屆滿清潔
保安工友，公司承諾發遣散費予工友。

⇧

9月19日

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

⇧

護衛總會與工聯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區議員簡兆祺協助健明
邨房署外判合約屆滿工友，公司承諾工友按年資發放金額。

活動預告

勞
工
權
益

9月18日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2015新春行大運
日期：2015年3月9日（星期一）正月十九
費用：$148（大小同價）
行程：油麻地榕樹頭集合→乘車前往沙頭角古村→午餐
（農村私房菜宴）→壽桃牌麵食美食館、豆美味
豆花團→參觀河上鄉美味棧→回集合點解散
查詢及訂票：2832 9181（鄭小姐）

日期：2015年3月4日（星期三）正月十四
費用：$148（大小同價）
行程：油麻地榕樹頭集合→乘車前往沙田車公廟→大
埔三宮廟→午餐（新春如意齋宴）→元朗滿清
一條街→回集合點解散
查詢及訂票：2832 9181（鄭小姐）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迎春喜羊羊 新禧創姿彩
新春盆菜宴
日期：2015年3月8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準八時正 （逾時不候）
地點：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F（請由樓梯上）
票價：$138 （大小同價 ）
報名查詢︰2832 9181（工會秘書 王小姐）
歡迎會員、家屬及同業參與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

2015年新春團拜茶聚
日期：2015年3月15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5時
地點：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字樓
費用：每位30元
活動內容：會員之間交流和工作心得，卡拉OK，備有小食
品嚐
查詢 / 報名電話：2832 9181（王小姐）

2014年11月27日南區幹事
會11週年會慶

護衛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20周年會
慶，除出版會刊外，更全場每人一頂
帽子，主席禤慧嫻更提議全場與會者
手舉藍帽，寓意工會邁向20周年，
亦向「佔中事件」以來，警隊所付出
的辛勞及忍辱負重的工作表示支持。

港九煙草業職工總會於2014
年12月6日舉行第52屆理事
就職典禮及蛇宴聯歡。

12月3日本會響應大聯盟「支持警方」活
動，感謝警察在過去兩個月「佔中事件」以
來，所付出的辛勞及忍辱負重的工作表示支
持，大聯盟向警察致送一面「除暴安港 維
護法治」的錦旗，出席的市民有千多名，連
續鼓掌超過一分鐘，以示鼓勵及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