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會員大家好！不經不覺，賽馬會僱員工會(簡稱馬僱會)成立十週年了。 

 我在賽馬會沙田日間電話投注(C2)任職已 25年。過往員工遇有不合理待遇、權益受損均投訴

無門。大家是否記得沙士期間，黃金計劃員工因應公司要求增加 20個小時工作；兼職先後減薪分

二年合共 4元，我們只有啞忍，因為反對也沒用。2005 年得悉前主席陳幗卿成立馬僱會，希望工

會能為員工爭取權益、發聲，就慢慢地就開始參與了工會義工工作，及後更加入成為工會理事，

為同事爭取權益。 

 過去，馬僱會為不同崗位的同事爭取合理的權益不遺餘力，成績斐然，在往後的日子，我們

馬僱會全體理事將會秉承服務社群的宗旨，竭誠為同事會員爭取更好的工作環境及合理待遇！但

是工會的強大，有賴員工的加入及參與，希望大家多介紹會員入會，工會才有力量與公司談判，

為你發聲。工會組織的活動積極參與，工會有那些做得不足的地方，或你有任何的建議，都希望

你多提意見，群策群力，辦好工會。因為工會不是個人，而是大家的。 

 在未來的日子，新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落成，意味著新科技發展對電話投注的發展有所改變，

我們會密切留意公司對員工日後的待遇，努力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達至『齊心密切迎改變 凝聚力

量謀權益』為目標！在此，謹祝各位會員同事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第六屆理事長 陳玉蘭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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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理事長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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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香港賽馬會僱員工會成立十週年

馬會全體同事發聲爭取應有的權益。

  一. 爭取權益，鍥而不捨。 
    1. 1. 1. 1. 成功爭取成功爭取成功爭取成功爭取設立藍寶石計劃：就同事

繼續留任，這樣既可使員工能在退休之齡能繼續為社會服務

舒緩電話投注部長期人手不足的情況

事盡快熟悉業務，減少新人離職從而達至雙贏的局面

手短缺問題。公司應允為退休同事增加一個聚餐

2. 成功爭取增加季終酬金。就就就就季終酬金季終酬金季終酬金季終酬金

者招待會者招待會者招待會者招待會、、、、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

年度增加季終酬金400元，由3200増加至

由4.6%至6%，本會認為可以接受。公司並應允每年參

加公司旅行不用抽簽，凡報名均可參與

過時的劃一調薪制度劃一調薪制度劃一調薪制度劃一調薪制度，，，，對年資較長或主任級之員工不

公平。 故公司應採劃一百分比調薪，

算。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

百分比加薪。  

3. 成功爭取滘西洲同事能同步加薪
二. 結合興趣 開展康樂活動 

一年一度的蛇宴聯歡活動，由於價廉物美

一家大小及親朋好友歡聚品嚐，因此很受歡迎

 隨著新電話科技中心陸續開始啟用

繼續為同事著意新措施的執行和爭取合理的權益

共同奮鬥，在新工作環境中譜出更好

                回憶創辦工會點滴回憶創辦工會點滴回憶創辦工會點滴回憶創辦工會點滴
 工會在職工會登記局註冊日期是

紀念日，特別好記。 

 記得當年我在 news group 上看到籌組成立工會的標題

會組織，員工權益被剝削，有意見投訴無門

 第一次籌組會議在工聯會九龍辦事處

見馬會投注部高層陳承楷、麥健華等

一次記者招待會。我第一次開記者會

支持，工會得以逐步發展壯大。我亦從中得益良多

公司也開始關注各項事件，權益福利及工作間設施逐步改善

 雖然我已屆退休，祈願工會可繼續發展壯大

----15151515 年度會務報告年度會務報告年度會務報告年度會務報告    
今年是香港賽馬會僱員工會成立十週年。回首過去的歲月，歷屆的主席和理事們

。 

就同事延長退休年齡要求延長退休年齡要求延長退休年齡要求延長退休年齡要求，，，，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

這樣既可使員工能在退休之齡能繼續為社會服務，公司也可有一群熟悉業務的員工

舒緩電話投注部長期人手不足的情況；同時退休員工亦可將豐富經驗教授一些新進的同事

離職從而達至雙贏的局面。挽留富經驗且穩定性高的同事

應允為退休同事增加一個聚餐。 

季終酬金季終酬金季終酬金季終酬金20202020多多多多年不變年不變年不變年不變、、、、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

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向傳媒發新聞稿及約見馬會高層反映意見。。。。經多年努力，賽馬會公司終

増加至3600，加幅12.5%；此外投注部員工劃一

公司並應允每年參

凡報名均可參與。但對於已經

對年資較長或主任級之員工不

，仿效政府加薪計

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本會認為公司須在未來重新檢討，，，，要求公司劃一

成功爭取滘西洲同事能同步加薪。 

由於價廉物美，適合

因此很受歡迎，在旺角及灣仔二場絶早爆滿，

及內地旅行；會慶聚餐筵開 20多席等各類型活動適應會員的

興趣，提高了會員工友對工會的認識，

塑造更新形象。 

三. 懷念前任唐綺雯主席 
 上屆理事長唐綺雯女士，多次代表馬僱會出席不同活動

為會員爭取權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年 10月 26 日因病離世，使馬僱會頓失良材

他友好人仕，深感婉惜！我們亦會繼續努力

唐女士的遺願，不斷為各會員爭取合理權益

隨著新電話科技中心陸續開始啟用，當中亦伴隨著很多改革新措施會實行

繼續為同事著意新措施的執行和爭取合理的權益。冀望日後能與各同事在新環境中

在新工作環境中譜出更好更多的色彩！祝各會員同事工作愉快！！

回憶創辦工會點滴回憶創辦工會點滴回憶創辦工會點滴回憶創辦工會點滴   ──前任工會主席陳幗卿 

工會在職工會登記局註冊日期是 2005 年 7月 7 日，因為是 77瀘溝橋事變

上看到籌組成立工會的標題，有感當年公司沒有工

有意見投訴無門，故此我立刻回應參與籌組工會。

工聯會九龍辦事處，葉偉明先生都有在座。後陳婉嫻議員

麥健華等。06年 3 月 26日，進行了首次簽名行動

次開記者會，誠惶誠恐，憂慮公司會否秋後算賬?幸好得到工聯會及各同事

我亦從中得益良多，會員同事問到勞工問題，

權益福利及工作間設施逐步改善。 

祈願工會可繼續發展壯大，繼續發揮工會維護權益的精神

歷屆的主席和理事們，都曾經為賽

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本會多次向公司反映，，，，提出退休員工

公司也可有一群熟悉業務的員工，以

同時退休員工亦可將豐富經驗教授一些新進的同事，使新同

富經驗且穩定性高的同事，解決持續人

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劃一調薪的不合理做法，，，，本會多次召開記本會多次召開記本會多次召開記本會多次召開記

公司終決定2015/2016

投注部員工劃一加薪$3，加薪幅度

，場面熱鬧。舉辦本港

等各類型活動適應會員的

，工會更加朝氣蓬勃，

次代表馬僱會出席不同活動，

！可惜在任期間，於去

使馬僱會頓失良材，各理事們和其

我們亦會繼續努力，實踐前理事長

不斷為各會員爭取合理權益！ 

當中亦伴隨著很多改革新措施會實行，本會亦會一如以往

日後能與各同事在新環境中

！！ 

瀘溝橋事變

有感當年公司沒有工

。 

陳婉嫻議員與和我們第一次約

次簽名行動，4月 14 日召開了第

幸好得到工聯會及各同事

，可簡易為同事解答。

繼續發揮工會維護權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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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年 權 益 回年 權 益 回年 權 益 回年 權 益 回 顧顧顧顧
現金投注現金投注現金投注現金投注部部部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人手不足、、、、編制混亂編制混亂編制混亂編制混亂：：：：制定工作三小時安排十五分鐘休息

工作時間為 5 小時 40 分鐘、5 小時 30

分鐘小休時間，情況極為嚴重。 

經常更改營業時間經常更改營業時間經常更改營業時間經常更改營業時間：：：：忽略對前線工作同事之影響

神秘顧客之評審神秘顧客之評審神秘顧客之評審神秘顧客之評審：：：：未能達到共識，透明度亦欠

負面情緒加劇。 

跟進金牛需懲處跟進金牛需懲處跟進金牛需懲處跟進金牛需懲處：：：：現金投注同事投訴，

醒員工收到假金牛者需承擔後果，包括賠償

牛仿真度極高，連銀行界亦普遍無需職員賠償

電話投注電話投注電話投注電話投注部部部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公司投注額不斷攀升公司投注額不斷攀升公司投注額不斷攀升公司投注額不斷攀升、、、、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

每年增長，盈利也屢創新高，但人手卻不加反減

流失率高。要求公司增聘人手。各大聯賽

際足球賽事，由星期五到星期一可多達

地及海外賽馬等，公司理應體恤員工苦況

才不愧作為「最具社會責任」僱主。 

長期人手長期人手長期人手長期人手不足不足不足不足：：：：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開始早更上班人

數不夠一百人，如有三場日本即場賽事

人上班，長期維持繁忙狀況，而只有一場日職

不夠五十人被分流到聽六合彩投注，足球卻

另發現賽馬日也沒有足夠人手返工，第一及第二中心經

常合共四條工作間沒有人坐 (以前是坐無虛席

場即場(最高 13 場即場賽事)卻只得兩至三條

工作，但亦有兼職同事有8天工作。員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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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加薪及季終酬金 

顧顧顧顧  

制定工作三小時安排十五分鐘休息。部份投注處出現

30 分鐘、8 小時 30 分鐘等，以省略 15

忽略對前線工作同事之影響。 

透明度亦欠清晰，令工作產生無形壓力，

，指假金牛高峰期時，有投注站主管提

包括賠償 I.O. U.及扣分。由於是次假金

連銀行界亦普遍無需職員賠償；故此，本會認為馬會做法不

能接受。其後，馬會回答新聞界指並非真相

或被扣分。 

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

司改以優先用電話自動服務平台(1886

營運，此舉更令馬迷極度鼓燥，怨聲四起

員工需向未有電話投注戶口客人推介使用電話投注

卻經常因無法接通電話投注部，而將

員工發泄。投注方式也轉移往現金投注站

有全部開啟運作，使現金投注站員工工作量大增

增。現金投注部也面對人手削減，壓力增加

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員工工作量不斷增加：：：：投注額

但人手卻不加反減，員工

各大聯賽足球賽事、國

由星期五到星期一可多達 250 場賽究、本

公司理應體恤員工苦況，增加人手，

 

日開始早更上班人

如有三場日本即場賽事，但只有約一百

一場日職，卻只有

足球卻沒有電話接。

第一及第二中心經

以前是坐無虛席)。由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至現在，

卻只得兩至三條工作間的人數返工，由第一批人手放工後

工，人手明顯不足以應付這麼多場即場

非常繁忙、持續繁忙、一個接一個電話入線

稍為喘息的機會。 

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不能取消即場投注注項即場投注注項即場投注注項即場投注注項：：：：引申出對螢幕覆述的標準及引申出

客人投訴的可能性及如何處理投訴問題

後不應受到處分。 

資訊服務資訊服務資訊服務資訊服務：：：：同事要幫人客投注之餘還要兼顧資訊服務

已遭到主任及組長監視，若繁忙時段忘記做資訊服務

召去問話，令同事有若在監獄內，遭受監察

離開工作坐位離開工作坐位離開工作坐位離開工作坐位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令長期處於繁忙狀態

常阻止同事去廁所，令同事心理形成壓力

更表問題更表問題更表問題更表問題：：：：公司編排工作不平均，有兼職同事只有

員工要求公司合理分配工作。而早班開始分流分組

月召開記招爭取加薪及季終酬金 

馬會回答新聞界指並非真相，無需職員賠償

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抗議公司逐步改用音頻電話取代電話投注投注投注投注：：：：近來，賽馬會公

1886 電腦語音系統)方式

怨聲四起。由於場外投注站

推介使用電話投注，而客人

將不滿情緒轉向現金投注

投注方式也轉移往現金投注站，但櫃位卻經常沒

使現金投注站員工工作量大增，投訴也大

壓力增加，因人手不足， 

，夜班則出現經常六至八

由第一批人手放工後，持續繁忙直至放

人手明顯不足以應付這麼多場即場。電話投注部每天均

個電話入線，員工完全沒有

引申出對螢幕覆述的標準及引申出

客人投訴的可能性及如何處理投訴問題。爭取對螢光幕覆票

同事要幫人客投注之餘還要兼顧資訊服務，平時

若繁忙時段忘記做資訊服務，也會

遭受監察。 

令長期處於繁忙狀態，主任及組長又經

同事心理形成壓力，有剝奪人權之嫌。 

有兼職同事只有4或5天

早班開始分流分組，甚者出現有六、



七個更期表，上班時間經常更改，早更下班時間也越來越

事無所適從，易出現看錯未改之更表，

出警告信出警告信出警告信出警告信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有投訴中心經常出現出錯警告信

現針對性指標於某些不願簽警告信的同事

屬中心經理跟進事件屬中心經理跟進事件屬中心經理跟進事件屬中心經理跟進事件。。。。 

保障低於保障低於保障低於保障低於 4‧‧‧‧18 兼職員兼職員兼職員兼職員工工工工 : 不少兼職同事可能都會遇

同事差不多甚至更長，但卻得不到法例保障

香港勞工法例並要求香港各大連續性契約可受到

而當中有什麼主要的保障呢 ? 簡單來說

年假、疾病津貼、生育保障及長期服務金

經常出現 4‧‧‧‧18、3‧‧‧‧18 甚至 3‧‧‧‧16 之情況

支持標準工時支持標準工時支持標準工時支持標準工時：：：：就以上情況，本會支持成立標準工時制度

而獲得更多的保障。 

滘滘滘滘西洲關注小組西洲關注小組西洲關注小組西洲關注小組 
關注組成立至今，定期與公司進行會議

同事薪酬、職安健及同步加薪問題等等

行談判，以及採取工業行動，最終成功為大家爭取於該年度

15%至 20%的薪金加幅，令工友們辛勞的汗水得到合理的回

報！！其後關注組亦成功為員工爭取戶外工作時雷暴的工作

指引，令到各工友們工作更加安心！當然

善如流，亦是大大令到問題改善之重要因素

許！未來，關注組將繼續與公司溝通，

其中包括： 

1.要求公司盡快訂立公平且具透明度的員工評核機制

2.盡快增加不同部門人手，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3.同步加薪，以解決工資上因加薪時間不同而引起不合理之差額

4.改善工作場所設施，提供合適工具予同事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爭取合理加薪爭取合理加薪爭取合理加薪爭取合理加薪：：：：每年本會均向公司人事部反映
部商討中，希望能儘快取得共識，來季雙方均可合作愉快

關注員工職安健關注員工職安健關注員工職安健關注員工職安健 : 當大家工作久了，並且

伸展及固定用力時，會否感到手腕麻痺

後，發炎腫脹，令腕管內的正中神經束受壓

清潔、空氣混濁等職業健康問題，大家不要忽視

會主任蔡金華先生舉行會議，指出馬會內不少工作地方均有潛在職業病危機

藍寶石計劃藍寶石計劃藍寶石計劃藍寶石計劃：：：：本會一直與人事部跟進

作為一非牟利機構，以身作則。雖這些員工

資深之經驗，如強制這些員工退休，對雙方都是一個非常可惜的做法

早更下班時間也越來越延後。夜班同樣出現上班時間朝令夕改
，形成混亂...公司回覆：因人手編配難以預料

經常出現出錯警告信，更甚者不理會同事申訴，主任接見時更出言恐嚇或出

現針對性指標於某些不願簽警告信的同事，令同事在工作上出現心理陰影及壓力

不少兼職同事可能都會遇到 4‧‧‧‧18 的問題，明明自己的工時跟全職或合約

但卻得不到法例保障﹗本會早前跟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進行交流

連續性契約可受到《僱傭條例》的保障。 
簡單來說，如果我們是符合連續性合約的條件，我們便有法定假

生育保障及長期服務金。但是，馬會為了逃避大量 4‧‧‧‧18 的責任

之情況。 
本會支持成立標準工時制度，希望更多兼職同事就成立

定期與公司進行會議！先後多次向公司反映

職安健及同步加薪問題等等。關注組多次與公司進

最終成功為大家爭取於該年度

令工友們辛勞的汗水得到合理的回

為員工爭取戶外工作時雷暴的工作

當然，公司管理層願意從

亦是大大令到問題改善之重要因素，故公司亦值得嘉

，爭取更多合理的權益！ 

明度的員工評核機制； 

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以解決工資上因加薪時間不同而引起不合理之差額； 

提供合適工具予同事，防止工傷事件發生。 

向公司人事部反映，要求爭取與通貨膨脹同步之加薪
來季雙方均可合作愉快！ 

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

未增加季終酬金金額(1989 年至今

取資格亦逐年收緊，令領取人數逐年遞減

時代及現今之通貨膨脹率脫節

烈要求增加季終酬金金額，檢討現行機制

強調要求檢討沙田馬場交通強調要求檢討沙田馬場交通強調要求檢討沙田馬場交通強調要求檢討沙田馬場交通 :

馬場附近已多次發生交通意外

旋處至沙田馬場之天橋，本會強烈要求運輸署及馬會

重新檢討沙田馬場的交通運作及安排

九肚山迴旋處至沙田馬場之行人設施及取消接駁巴

士之收費。 

並且長時間使用電腦滑鼠及鍵盤、清潔工作、

會否感到手腕麻痺？您可能患上腕管綜合症﹗因為腕管內的肌腱在劇烈和長期使用

管內的正中神經束受壓，導致組織退化，而患上腕管綜合症

大家不要忽視﹗本會亦與工聯會副理事長、工聯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

指出馬會內不少工作地方均有潛在職業病危機，要求馬會正視有關問題

本會一直與人事部跟進 60 歲員工延長退休年齡，今年政府機構亦作牽頭

雖這些員工年介退休年齡，但工作熱誠未因年齡而減淡

對雙方都是一個非常可惜的做法！ 

夜班同樣出現上班時間朝令夕改，令同

因人手編配難以預料...承諾會跟進。 

主任接見時更出言恐嚇或出

令同事在工作上出現心理陰影及壓力。公司回覆公司回覆公司回覆公司回覆：：：：會知會所會知會所會知會所會知會所

明明自己的工時跟全職或合約

本會早前跟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進行交流，要求政府檢討

我們便有法定假、有薪

的責任，而令我們的「更紙」

事就成立『標準工時法例』

加薪幅度。現在亦已與人事

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增加季終酬金金額及放寬領取資格：：：：賽馬會公司多年

年至今 24 年未變)，而領

令領取人數逐年遞減。實與社會

脫節！本會已經向公司強

檢討現行機制。 

:由於不少會員反映沙田

馬場附近已多次發生交通意外，特別是連接九肚山迴

本會強烈要求運輸署及馬會

重新檢討沙田馬場的交通運作及安排，包括加設連接

九肚山迴旋處至沙田馬場之行人設施及取消接駁巴

、手腕需長時間屈曲、

因為腕管內的肌腱在劇烈和長期使用
而患上腕管綜合症。還有耳機、對講咪的

工聯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

要求馬會正視有關問題﹗ 

今年政府機構亦作牽頭，故亦希望公司

但工作熱誠未因年齡而減淡！而且擁有非常



編編編編 者者者者 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 

  香港賽馬會僱員工會(馬僱會)邁進十週年

了，實乃可喜可賀！有幸能成為十年刊編輯成員

，感榮幸之至！過去馬僱會由一個寂寂無名工會

，經過十年歲月，現時已是賽馬會最大工會，實

有賴各會員同事鼎力支持！馬僱會一直都是在

合情合理、有理有據之下為同事爭取應有權益，

這也是工會存在的意義！祈望在未 

來的日子，馬僱會仝人能與大 

家群策群力，多介紹員工入會 

，更歡迎大家加入義工行列， 

努力為將來打拚奮鬥﹐也希 

望能在往後能與大家好好分享 

美滿的成果！     月亮敬上 

 

2006.3.26 在沙田馬場打吡大賽入口示威遞痰盅 

2010 年赴澳門交流座談後合照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2013 年慰問夜更收工後突然死亡員工家屬 

  相信大家都知道相信大家都知道相信大家都知道相信大家都知道，，，，持有有效工聯咭之會員持有有效工聯咭之會員持有有效工聯咭之會員持有有效工聯咭之會員，，，，免免免免

費享有費享有費享有費享有 20202020 萬平安保險萬平安保險萬平安保險萬平安保險，，，，報讀進修中心課程報讀進修中心課程報讀進修中心課程報讀進修中心課程、、、、診症診症診症診症、、、、

購物享有購物享有購物享有購物享有 8888----6666 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    

    為確保大家可以得到保障為確保大家可以得到保障為確保大家可以得到保障為確保大家可以得到保障，，，，請緊記續會請緊記續會請緊記續會請緊記續會。。。。新會新會新會新會

員入會首年員入會首年員入會首年員入會首年$80$80$80$80，，，，續會每年續會每年續會每年續會每年$60$60$60$60，，，，提一提大家提一提大家提一提大家提一提大家，，，，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設有永久會員設有永久會員設有永久會員設有永久會員，，，，費用如下費用如下費用如下費用如下：：：：    

入會入會入會入會：：：：3333----5555 年年年年$500$500$500$500；；；；    6666----10101010 年年年年$400$400$400$400；；；；    11111111----15151515 年年年年$300$300$300$300    

                        16161616----20202020 年年年年$200$200$200$200；；；；    20202020 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年或以上$100$100$100$100    

會員如需查詢自己入會年期會員如需查詢自己入會年期會員如需查詢自己入會年期會員如需查詢自己入會年期，，，，歡迎致電歡迎致電歡迎致電歡迎致電28329181283291812832918128329181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009 年參與服務業工會舉辦的權益工作坊年

 

搬屋遷新居搬屋遷新居搬屋遷新居搬屋遷新居，，，，請通知工會請通知工會請通知工會請通知工會。。。。    

讓我們保持聯絡讓我們保持聯絡讓我們保持聯絡讓我們保持聯絡，，，，繼續為你服務繼續為你服務繼續為你服務繼續為你服務。。。。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2832 9181  2832 9181  2832 9181  2832 9181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2834 05862834 05862834 05862834 0586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 : : jockeyu@gmail.com 



2013 年九連山二天遊 

2015 年東涌一天遊 

2008 年昂平 360 一天遊 

2014 年參與工聯會五一勞動節大遊行

2011 年沙田裕滿人家歌舞晚會氣氛熱烈

2010 年組織 30 多人乘坐和諧號往湖南

參加工聯五一酒會與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合照

 

 

 

 

 

   

   

   

年參與工聯會五一勞動節大遊行 2008年旺角蛇宴聯歡，請來馬會投注部經

年沙田裕滿人家歌舞晚會氣氛熱烈 

多人乘坐和諧號往湖南 

參加工聯五一酒會與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合照 

請來馬會投注部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