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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工會聯合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6週年

暨「強化職安保健康」職業安全健康講座聯歡宴會
日期：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農曆八月十二）
時間：晚上7時30分講座、8時入席（4時恭候）
地點：倫敦大酒樓3樓（彌敦道612號，旺角地鐵E2出口）
費用：每位$180（大小同價）
贊助：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喜鵲耍樂、歌舞表演、職安健講座、有獎職安
問答遊戲，抽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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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主辦 服務業工會聯合會 協辦

「職業安全齊關心 工作輕鬆樂無憂」
蒲台、南丫雙島海鮮風味宴一天遊

佛手崖

僧人石

遊   覽：蒲台島－佛手崖、靈龜石、僧人石；南丫島－索罟灣天后廟、日戰遺蹟『神風洞』
團費包括：雙層中式船來回，南丫島午宴，導遊小費及十萬元平安意外保險（受保3個月至75歲，75-85歲以上則五萬元）
日   期：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地點：上午8時正（敬請準時，逾時不候）尖沙咀公眾碼頭
費用：
行程簡介：◇尖沙咀公眾碼頭上午8:00集合
$168
（大小同價）
      ◇乘雙層專船往南丫島，參觀天后古廟、日戰遺址神風洞。
      ◇南丫島11:30 海鮮午膳，餐後買手信土產、或參觀島上特式西式商店、咖啡廳及酒吧。
      ◇乘船往蒲台島參觀佛手崖、靈龜石、僧人石
訂票及查詢：2832 9181工會秘書
      ◇約17:00返回尖沙咀公眾碼頭解散。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贊助：

（兩 窩 ）

蛇 宴 菜 譜

太史五蛇羹

冬 筍 炒 蛇 絲

海 味 大 拼 盤

鹿胎羔竹絲雞炖三蛇

豉 汁 蒸 大 鱔

枝 竹 炆 草 羊

當 紅 脆 皮 雞

電話：2832 9181吳小姐

蛇 湯 灼 生 菜

   本會每年舉辦蛇宴聯歡深受歡迎，享譽口碑。今年定於11月4日（星期三）
至2016年1月24日舉辦蛇宴，歡迎各工會會員訂席品嚐。9月7日起預訂餐券。
敬請致電本會或各屬會秘書查詢及購票，詳情如下：
每晚八時正開席，蛇酒、啤酒、汽水任飲。每席限坐12位。
費用：
每位$200
地點：香港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F

臘 味 糯 米 飯

秋風起 進補要及時

△2015.6.6護衛總會聯同工聯會權委成功協助房屋署健
明邨保安員加薪。工友時薪偏低，公司曾承諾完成試用
期後將加薪酬，但卻食言未調薪。近日公司加薪，但只
每月加20元，此舉令工友十分失望。故工友要求公司接
納員工建議增薪9%，而這也是追溯的加幅。6月10日終
與公司經六小時談判，雙方釋出善意，達成共識6月份薪
酬由8060元調整8400元，10月份調整至8600元。
2015.6.30護衛總會聯同工聯會與民政
總局陳積志副署長及代表會議，反映《物
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意見，工會關注規
管物業管理行業對業界及工友的影響。

△

勞
工
權
益

△2015.5.1服務業與28間屬會160多人參與工
聯舉辦五․一大遊行
保障勞工權益，表達基層訴求。

△2015.6環保清潔協會、賽馬會工會滘西洲關注組及園林樹藝工會巡迴到香港九龍新界各區地盤或屋苑宣傳預防中暑知識。
△

2015.8.4 賽馬會工會滘西洲關注組到馬會總部遞信請
願，希望馬會公司作為滘西洲高爾夫球場之管理人，敦促其
公司不能用取巧欺騙工友、打壓工會的手段，與關注組建立
良性溝通。工會滘西洲關注組自2012年成立後，多次與滘
西洲高爾夫球場公司會面，成功爭取改善福利及職安健問
題。近日，關注組發現公司推出7月份同步加薪的政策有取
巧的情況，加薪幅度連通脹都沒有。同時，關注組主要成員
被公司刻意不調整薪酬，此舉有歧視職工會之嫌。

△

2015.8.2服務業總工會參與工聯會“強
烈抗議安倍推行安保法 反對日本打破和
平憲法”遊行集會

班組活動
歌詠班

歡迎
插班

時間：晚上8時至9時30分，逢星期二（每10堂為1期）
地點：九龍上海街683號3樓
費用：會員$160 非會員$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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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插班）
資深導師：鄺錦強

服務業總工會

集體拉丁舞班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
    逢星期一（每10堂為1期）
地點：九龍上海街683號三樓
費用：會員300元 非會員350元
    資深持牌導師李惠桃教授
    （歡迎插班）
查詢報名：2832 9181嚴小姐

婦女健身美體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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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星期五）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晚上8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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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2832 9181王小姐

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深圳平樂骨傷醫院學習交流
日期：9月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準時開車出發），約下午5時30分回程
集合地點：深圳落馬洲福田口岸扶手電梯大堂
去程包車費：每人20元人民幣
報名請電：2591 1831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一人發展一會員

人人動手 齊齊發展
活動日期︰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在活動期間，
凡介紹新會員加入
工會，在遞交的入
會表上填寫您為介
紹人，並向工會登
記，便有機會獲精
美紀念品及現金禮
券。
有關獎勵計劃詳情，
查詢聯絡工會
2832 9181

港九魚業職工會

卡拉OK歌詠班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逢星期四
    （每8堂為1期）
地點：灣仔駱克道272號東成樓12樓C座
費用：會員$180 非會員$220
導師：姚更生先生
形式：教授基本歌唱技巧、運氣、簡譜視唱、時代曲及民歌等。
查詢報名：2832 9181杜小姐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

慶祝本會成立十四週年及第七屆理事就職典禮暨
『筋骨勞損要提防、職業健康你須知』

職業安全健康講座聯歡宴會

日期：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30分講座、8時入席（4時恭候）
地點：囍慶酒家（土瓜灣馬頭圍道209號海悅廣場2樓）
費用：每位168元（大小同價）
喜鵲耍樂、歌舞表演、職安健講座、有獎職安問答遊戲，抽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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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姐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贊助：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

慶祝工會成立21週年會慶暨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週年
『職安保安全護健康 保安護衛健健康康』

職安健講座 聯歡宴會

日期：2015年10月12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7時講座、8時入席（4時恭候）
地點：東海酒家（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00號 TheOne L12）
費用：每位180元（大小同價）
喜鵲耍樂、歌舞表演、預防肌肉筋骨勞損之伸展運動健康操、職
安健講座、有獎職安問答遊戲及抽獎助慶
購券及查詢聯絡工會甘先生（電話：2832 9181）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贊助：

毅志社

查詢及報名：2832 9181（鄭小姐）

9 月中秋夜行

10 月

日期：9月26日下午5時正（星期六）
集合地點：黃大仙港鐵站A出口
難度：中（行程約4小時）
備註：請先進食，必須帶備電筒、行山杖及蚊怕水。

日期：10月25日上午9時正（星期日）
集合地點：灣仔港鐵站A3出口
難度：中高（行程約6小時）
備註：可因應體力選擇行半程，由黃泥涌水塘離開。

11 月

12 月

日期：11月29日上午9時正（星期日）
集合地點：東涌港鐵站B出口
難度：高（行程約6-7小時）
備註：建議較有遠足經驗者參與，中途沒有退出點。

日期：12月27日上午9時正（星期日）
集合地點：荃灣西港鐵站A1出口（西鐵）
難度：中（行程約4小時）

慈雲山至西貢（可飽覽東九龍夜景）

分流郊遊徑

港島徑四、五段

龍門郊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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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 Game Day

經驗導遊沿途講解，歡迎會員/社員及親友參加，認明【服務業】旗號。

富翁鬥地主

參加者請留手機號碼，以便聯絡，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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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9月20日（星期日）
費用：毅志社社員$20 非社員$30
人數：25人
地址：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F
時間：1:30pm-5:00pm

毅弘社

交通自費，自備糧水，遮陽帽，雨具，行山杖，防蚊用品。

2015深秋送愛心探訪（義工服務）
   日期：2015年11月8日（星期日）
   內容：探訪港島區長者
   集合時間：下午1時30分

查詢報名：2832 9181（嚴小姐）

迎中秋 賀國慶 齊歡度
國慶中秋影碟會

義務剪髮顯愛心
日期：2015年9月23日、10月28日、11月25日、12月30日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0時至12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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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至4時30分
地點：灣仔駱克道368號百玲大廈1字樓
費用：社員10元 非社員20元
形式：播放電影“忠誠與背叛”
備設：茶點招待（參加者可獲派月餅一個）

金秋好時光 漫步同體驗 繽紛一天遊

⇧

⇧⇧

⇧

日期：2015年10月18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
開車時間
①灣仔杜老誌道與駱克道交界
早上9時15分
②太子運動場道（太子地鐵站A出口） 早上9時30分
費用：社員105元 非社員125元
行程：錦田百年樹屋 大埔三宮廟，外觀新觀音像 午餐
於龍華酒店品嚐乳鴿風味餐 饒宗頤文化館 旅程
結束。

工聯康齡長者健康優惠券
   為慶祝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成立20周
年，與工人醫療所合作推出長者優惠券。
65-70歲長者可到各區工人醫療所檢查身體
或診症（中醫、西醫、牙醫）。憑優惠券可作
現金使用。
形式：每位可獲優惠券200元（手續費20元）
使用期：由即日起至2016年5月31止。
申請者必須出示身份證方可購買。
查詢：2832 9181（各工會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