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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及秘書職系晉升事宜

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

2015年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的遴選結果已於本年 

11月公布，有1名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為私人助理，生效日期 

為本年6月26日，另有1名高級私人秘書獲推薦署任私人 

助理6個月以待實任。

謹此恭賀以下1名晉升為私人助理的同事：

一般職系處長陳炳輝先生（左三）與晉升 
高級私人秘書的林婉婷女士（左一）、 
岑鳳好女士（左二）、何楚明女士（右一）、 
黃美琪女士（右二）和方凱儀女士（右三） 
於頒發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先生與晉升
高級私人秘書的何楚明女士合照。

姓名 部門

方凱儀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

何楚明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林婉婷女士 發展局

岑鳳好女士 公司註冊處

黃美琪女士 社會福利署

姓名 部門

劉育霞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中央政策組

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5名一級私人秘書在2014年的高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中獲推薦署任高級私人秘書，以待實任，她們在署任期內

表現理想，已於今年4月27日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

謹此恭賀以下5名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右三）、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中央政策組總研究主任黃永康先生（左一）、一般職系處長 
陳炳輝先生（左二）、首席行政主任（一般職系）盧德銘先生 

（右二）、總行政主任（文書及秘書職系）2黃佩儀女士（右
一）與晉升私人助理的劉育霞女士（左三）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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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職系處長陳炳輝先生 
（左二）與晉升高級私人秘
書的周玉華女士（左一）、
蘇楚麗女士（右二）和 
梁靜儀女士（右一）於頒發
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

2015年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的遴選結果已於本年7月公布，有17名二級私人秘書晉升為一級私人 

秘書，生效日期為本年5月20日，另有24名二級私人秘書獲推薦署任一級私人秘書以待實任。

謹此恭賀以下17名晉升為一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2015年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的遴選結果

已於本年7月公布，有3名一級私人秘書晉升為高級

私人秘書，生效日期為本年4月28日，另有3名一級

私人秘書獲推薦署任高級私人秘書，以待實任。

謹此恭賀以下3名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在2014年高級文書主任晉升遴選中，共有73名文書主任獲推薦署任高級文書主任6個月以待實任。他們在 

署任期內工作表現理想，已於2015年8月3日晉升為高級文書主任。

謹此恭賀以下73名晉升為高級文書主任的同事：

姓名 部門

周玉華女士 保安局
梁靜儀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蘇楚麗女士 行政長官辦公室

姓名 部門 / 機構

陳瑞儀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張兆琛女士 教育局
秦詠儀女士 司法機構
何玥曄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何玉美女士 環境局
顧詠嫻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郭慧賢女士 知識產權署
梁麗芳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梁婉晶女士 香港警務處

姓名 部門 / 機構

李愷茵女士 環境局
廖珮詩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曾    鯤女士 海事處
謝凱珊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都美琪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
黃秋鳳女士 創新科技署
王曉艾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楊倩文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姓名 部門 / 機構

歐陽潔貞女士 稅務局
陳長群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陳靜儀女士 水務署
陳美玲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陳倩敏女士 懲教署
張美玲女士 教育局
張慧芳女士 渠務署
周炫冰女士 稅務局
鄭麗華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鄭寶珠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鄭惠芬女士 香港警務處

姓名 部門 / 機構

張康強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張雪儀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趙秀華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招淑芬女士 生署
詹美芬女士 機電工程署
蔡芷葶女士 運輸署
蔡偉光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朱惠琼女士 社會福利署
何嘉儀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何煥英女士 生署
關雯麗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3



W

一般職系處於本年9月16日舉行高級文書主任升職信頒發儀式。當日出席儀式的同事包括晉升人員、工會 
代表、部門代表及一般職系處同事，共約240人聚首一堂，分享晉升同事的喜悅，場面熱鬧。在儀式中，一般
職系處長頒發升職信給晉升的同事，並向他們道賀。

一般職系處長陳炳輝先生與晉升高級文書主任的同事合照

姓名 部門 / 機構

郭金鳳女士 水務署
郭淑儀女士 水務署
郭偉傑先生 庫務署
黎可兒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林麗衡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林麗餘女士 司法機構
林寶珠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林懷樂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林永強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林恩榮先生 屋宇署
劉淑敏女士 消防處
李嘉良先生 司法機構
梁李惠桃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永生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李玉珍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鳳儀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梁劍儀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梁麗梅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梁麗華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炳漢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李梁寶珍女士 水務署
陳梁少珍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李梁渭儀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李燕琼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廖嘉倫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劉培卿先生 香港警務處

姓名 部門 / 機構

盧苑雲女士 屋宇署
馬淑裘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麥美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嘉懿女士 司法機構
吳桂麗女士 香港警務處
吳邦崇先生 庫務署
吳秀瓊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
吳慧文女士 海事處
魏潔瑜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彭秀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布少琴女士 選舉事務處
潘敏儀女士 律政司
潘淑儀女士 消防處
蕭碧雲女士 社會福利署
譚月玲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鄧小賢女士 工業貿易署
唐展鴻先生 律政司
湯敏儀女士 香港電台
謝銀玲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徐小鈴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韋艷嫦女士 社會福利署
王碧燕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黃惠芳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姚錦雄先生 運輸署
余展顏女士 法律援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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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門設施、辦公地方及樓宇是部分文書主任 

職系同事的主要職責之一；而搬遷辦公室，更是 

近年不少局 ／部門需要面對的問題。一般職系處在

2015/2016年度優化了過往為期一天的「政府辦公室 

產業管理課程」，改為開辦兩個為期半天的課程， 

分別為「辦公室日常產業管理入門」及「籌備新辦 

公室產業」工作坊，讓文書主任職系同事可靈活報讀

與其職務相關的半天課程。

有見報讀人數眾多，一般職系處於2015年7月17日及

29日舉辦了兩班「辦公室日常產業管理入門」，又於

2015年8月4日、12日及13日舉辦了三班「籌備新辦 

公室產業」工作坊，共有71及103位文書主任職系 

同事分別參加了上述兩個課程。兩個課程內容充

實，切合同事的實際工作需要，深受同事歡迎。

「辦公室日常產業管理入門」旨在增加同事對產業管

理的認識，以協助同事更有效地處理辦公室產業管

理的工作。除了簡介政府辦公室產業的類別之外，

課程並涵蓋辦公室產業的管理範圍及項目、日常管

理注意事項及保安知識等等。透過小組討論及個案

分享等活動，同事對辦公地方及設施的管理有更深

入的了解。

「籌備新辦公室產業」工作坊則重點介紹籌備新辦公室

產業的基本程序及一般安排，讓同事對搬遷辦公室

時須注意的事項，有更深入的認識。課程內容涵蓋

一般新辦公室的籌備事宜，包括訂定面積分配表、 

購置傢俬及設備、安排辦公室裝修工程及辦公室 

搬遷等等。同事並於課堂上分享經驗和交流心得，

彼此學習，互相得益。

「辦公室日常產業管理入門」及 
「籌備新辦公室產業」工作坊

「籌備新辦公室產業」

工作坊

"Concrete examples 
supported with 

detailed explanations. 
Very good."

「課堂實用及講解 
  有趣，但在保安知識 

   方面可再深入講解。」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provided. 
Very Useful."

"Interesting group 
discussion makes 

active participation. 
Good."

"Perfect!"

"Useful! Thank you 
for the efforts of 
the teachers."

"Very useful 
and clearly 
explained."

「辦公室日常產業 

    管理入門」

學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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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職系處於2015年5月19日、27日及6月1日為 

文書及秘書職系人員舉辦了三班為期一天的新課

程，課程名為「工作壓力面面觀」工作坊，共有91位

學員參加這個課程。課程的目標旨在協助學員掌握

有效處理壓力的方法。

課程原名為「做個壓力管理人、迎接未來新挑戰」，

內容主要圍繞如何處理個人壓力。新課程在原有課

程的基礎上加入新元素，包括情緒商數和壓力的關

係、如何分辨及處理員工／下屬在面對工作壓力時遇

到的問題等。

課程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心的兩

位資深社工及輔導員主講。導師以輕鬆的教學手

法，配合不同生活化的例子，深入淺出，介紹壓力

「工作壓力面面觀」工作坊

如何影響工作，有何減壓良方，並提供指引，協助

參加者分辨及處理員工／下屬在面對工作壓力時遇到

的問題。

學員對課程評價正面、反應良好。

一般職系處於2015年8月舉辦「二級私人秘書導引 

課程」，為一批根據在職轉任計劃受聘的二級私人 

秘書提供轉職培訓。

離開原本的職系轉投另一職系，由熟悉的環境轉到

新的工作崗位，對不少同事來說是重大挑戰。為協

助同事適應轉變，處方提供一系列的課堂培訓， 

提升她們的職場知識和技能，以助她們應付新崗位

的工作。

導引課程為期三天，內容涵蓋政府架構、公務員的

行為操守、私人秘書職系簡介、檔案管理、顧客 

服務技巧、辦公室禮儀、壓力管理和辦公室軟件進

階應用等課題。由於學員均為在職轉任的公務員，

對新崗位的職務已有基本的了解。學員透過課堂上

的遊戲、角色扮演和同事間的經驗分享，以及學習

進階知識和最新資訊，進一步認識政府的運作和 

工作文化。

導引課程只是轉職同事的起步台階。經過三天的 

培 訓 ， 學 員 不 但 掌 握 了 出 任 私 人 秘 書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更 加 強 了 同 事 之 間 的 聯 繫 ， 擴 闊 了 人 際 

網絡。一般職系處將繼續舉辦不同課程，以助私人

秘書職系的同事應付職場需要和適應工作轉變。

「二級私人秘書導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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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獲聘的助理文書主任及文書助理由2015年6月

起陸續上任。一般職系處為他們舉辦分別為期三天

及兩天的導引課程，以助他們了解政府的日常運作

及所屬職系的工作範疇。

兩項導引課程內容豐富。第一天的課程讓新同事 

認識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架構和所屬職系的 

工作範疇、聘用條件和相關福利，以及政府的各項

規例；並透過個案分享讓新入職同事明白公務員的

基本信念及廉潔守正的特質。第二天的課程則是理

論與實踐並重，協助新同事掌握工作知識和技巧，

並從中了解政府對檔案管理的要求。此外，學員 

亦透過角色扮演、個案分析及小組討論學習顧客 

服務技巧，以及認識提供優質服務的元素。

剛加入政府的同事，面對新的工作環境，面對不同

的內部顧客或市民大眾，或會感到壓力沉重。為使

新同事盡快適應轉變，助理文書主任的第三天課程

為學員介紹政府各類公文和工作表現評核機制， 

又加插了有關轉變管理及團隊合作的培訓，以提升

同事適應轉變的能力。

職系管理代表在課程的最後一個環節與學員見面，

鼓勵他們積極投入新工作，並且加強溝通。

整體而言，學員都覺得課程內容充實，獲益良多。

「助理文書主任導引課程」及 
「文書助理導引課程」

同事上課時留心聆聽講解

同事參與互動形式的課堂培訓

職系管理代表與同事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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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廣順先生(Raymond)在1981年加入政府，現於

民政事務總署任職高級文書主任，負責內部管理 

審核工作。Raymond在政府服務超過三十載，敬業 

樂業，更在今年獲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以表揚其卓越的工作表現。

中學畢業後，Raymond隨即加入政府任職二級 

文員。Raymond說︰「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當 公 務 員 並 非 青 年 人 夢 寐 以 求 的 工 作 ， 身 邊 的 

同學都選擇銀行或船務等行業。」他坦言，自小家

境貧窮，連中學也是半工讀完成，對於職業沒什麼 

要求，只想找份安定的工作。「入職以來，我一直視

公務員為我的終身職業，盡力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Raymond憶述，入職後獲安排的首個工作崗位是 

稅務局中央郵件收發處，職責是處理和分發收到的 

文件。Raymond表示︰「我的主要職責是為文件 

蓋上收件日期。由於我的求知慾強，凡事喜歡尋根

究底，所以在蓋印的同時，也會留意文件的內容，

嘗試了解會計師如何撰寫財務報表。」Raymond中學

時曾修讀電子學，在Assistant Commissioner的鼓勵

下，他開始自修LCC&I，並於1992年報考ACCA專業

試，從此展開了Raymond終身學習的旅程。

一直以來，Raymond好學不倦，不斷在職進修， 

分別完成多個學位課程，包括企業管理文憑學位、

商業學碩士學位，以及工商管理博士學位。談到 

他不斷進修的原因，Raymond說︰「我不會被工作 

駕馭。相反，我會增進自己的知識去駕馭工作。」 

他解釋：「進修能擴闊視野，知識能改變人對事物的

看法，加強應變能力和分析力。」1987年，Raymond

調任人事部，在工作中深深體會到人力資源管理是

管理學上一個重要的範疇。從那時起，他開始鑽研 

有關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亦會參考一些成功的 

案例。漸漸地，他對人力資源管理學萌生了興趣，

並決定在這範疇上研究探討。

終身學習  精益求精

Raymond不單追求學問，還會把累積的經驗和從學術

研究得來的知識融會貫通，應用在工作上。談到他

在管理學的研究心得，Raymond娓娓道來：「不論

在公營或私營企業，人力資源錯配是常見的問題， 

影響整個企業的運作效率。」他又補充︰「我認為知

人善任是管理學上最大的學問。要做到知人善任，

必須清楚了解每個人的優點和缺點。我會透過對面

相的分析，了解每個人的獨特之處，把玄學理念融入

人力資源管理。」原來，Raymond自小對玄學甚感

興趣，因機緣巧合，遇到一些資深的玄學師傅口述 

傳授，便開始鑽研玄學。Raymond鑽研玄學三十 

多年，透過生活上的應用和印證，得到一些啟示。 

他希望能把玄學的理論應用於人事管理上，他稱此為 

「玄學理念和管理學理論的crossover」。現正修讀企

業管治碩士課程的他，立志在退休前，就政府現有的

管理模式提出一些優化方案，以供政府參考。

薛先生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授課

薛先生為博士論文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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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深信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他說：「有些

人會認為機會是留給幸運的人。幸運的人總能不費

吹灰之力，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得到黃金機會。

我個人則認為即使獲得機會，自己也要有能力把

握，所以我時時刻刻都會裝備好自己，以迎接機會 

和挑戰。」回想當年投考高級文書主任時，對手有三

十多人，當中有些擁有相關的工作經驗。Raymond

認為自己能脫穎而出，全因他在工作上多作觀察和

思考，鍛練自己的應變能力。」他笑言，他之前已

把政府的所有規則重複讀了三次。此外，Raymond 

不時鼓勵身邊的同事，特別是年輕一輩，積極進

修，自我增值。他經常在部門內與同事分享自己的

經驗，甚至義務幫助任職文書助理的同事就報考助

理文書主任備試。他亦在香港大學校外進修學院擔任

兼職講師。「我希望將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工作經驗， 

以及讀書研究所得的成果與學生分享。」Raymond 

直言，年少時家境貧窮，走了不少冤枉路，希望 

學生能以他的經驗作借鑑，好好珍惜時間。

要上班，要進修，又要教書，究竟Raymond如何 

分配時間？「有研究顯示，睡眠是由深眠階段與淺眠

階段組成，而每一睡眠周期為四小時，能完成整個

睡眠周期是提升睡眠質素的訣竅。」Raymond指出， 

三十多年來，他每天只睡四小時，身體已能恢復 

體力。除工作外，Raymond把大部份的精神和時間

都用於進修和研究。

談 到 獲 頒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狀 的 感 受 ， 

Raymond表示十分興奮。「獎項其實屬於整個團隊。

全憑上司的支持和包容，以及下屬的支援，我才能 

順利完成工作。」Raymond獲獎絕對是實至名歸，

除了專注於自己的工作範疇外，他更會為提升辦公

室的效率費盡心思，務求做到精益求精。Raymond

在2000年曾就茶房運作提出建議，獲公務員事務局

接納，並獲頒甲等獎。他說︰「我研究管治理念時，

留意到當時茶水服務是由辦公室助理員以買賣方式 

經營。」這樣的安排會令辦公室助理員忙於經營 

自己的「生意」，以致他們的日常職務要由其他同事

分擔。另外，由於茶水服務有利可圖，不時引起辦 

公室助理員之間的爭執。有見及此，Raymond提議

由部門購買茶葉、紙包飲品或奶茶和咖啡等物料， 

而辦公室助理員則負責準備及傳送茶水以招待訪客。

展 望 未 來 ， R a y m o n d 滿 腹 大 計 。 

在退休前，他希望總結自己過往的 

工 作 經 驗 ， 協 助 部 門 優 化 現 時 的 

工序。至於退休計劃，他打算回到 

校園，繼續就人力資源管理作深入 

研究，希望根據研究成果向政府提出

建議。另外，他會繼續從事教書和 

培訓工作。Raymond寄語新加入公務

員團隊的同事︰「凡事要多聽、多觀

察，並發揮團隊精神。」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向薛廣順先生（右一）頒發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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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文書助理可透過在職轉任計劃轉任助理文書

主任（在職轉任計劃）。在遴選過程中，合資格的

同事首先會獲邀參加電腦技能測驗，通過測驗後，

會再獲邀參加面試，以及接受《基本法》知識測 

試。2014年，共有289名同事透過在職轉任計劃轉任 

助理文書主任。我們邀請了入境事務處的吳鏡威先生 

（阿威）和社會福利署的張秀娟女士（Ada）分享他們

的備試心得和轉職後的工作感受。

熟習測驗模式 「戰友」一同操練

談到「備戰」過程，阿威坦言，他之前曾多次申請轉

任助理文書主任，但都未能通過技能測驗，所以他

下定決心，在電腦技能方面下功夫。阿威在坊間報讀

了一些電腦程式應用課程，以增加自己對電腦軟件的 

基本認識和提升使用軟件的技巧；他又與其他考生

一起備戰，互相鼓勵。「這一次（2014年在職轉任 

計劃）處方隨應考通知付上考生須知及試題範本， 

我和一班『戰友』便按照模擬試題，互相『出題』給

對方練習，並一起討論如何以簡易方法完成題目。

能夠預先閱讀考生須知，熟習試題模式，使我信心 

大增。」阿威留意到這一屆的試卷有所修訂，除顯示

每題的總分外，每個操作步驟所佔分數也有顯示，

讓考生能按分數分配時間作答。此外，試題中的 

操作部分亦減少了，讓考生有較多時間作答。

阿威在此為大家送上應考「小貼士」︰「先選答較易的

題目，以取得一定分數，令自己安心一點，然後再

嘗試回答較難的題目。」處方在設計2014年MS Excel

測驗題目時，留意到以往試卷中各條題目互有關

連，考生往往因不懂回答或答錯某一條題目而未能

在其他相關的題目取得分數，故這次盡量避免設計

連鎖性問題。阿威對上述各項優化措施表示歡迎。

留意時事  多作觀察

談到遴選面試，阿威認為這是遴選過程中最困難的

一部分。他表示，要在時事題取得高分，日常必須

多留意新聞。在工作上，他也會多觀察助理文書主

任的工作，學習他們的處事技巧，從而提升自己的

應變能力，這對回答處境題大有幫助。阿威也不時

虛心請教身邊的助理文書主任，而同事亦十分樂意

分享經驗和給予意見。阿威現時在入境事務處查詢 

及聯絡組工作，其職務包括管理和派發部門各種 

表格，以及回答公眾查詢和管理存貨等。他表示，

助理文書主任與文書助理的工作有很大分別。「轉職 

後，心態上要有一定的調整。從前當文書助理， 

只要埋頭苦幹，把工作做好，便已『達標』，但當

上助理文書主任後，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還要 

管理和指導下屬。為下屬安排工作前，我會先了解

有關工作的要求，然後再給予下屬適當的指引。」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談到有什麼錦囊送給有意參加下一輪在職轉任計劃

的同事時，阿威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在應

付技能測驗方面，切記要多練習，細閱模擬試題和

答案，了解試題的模式，再循正確方向進行操練。

此外，在日常工作上多留意身邊助理文書主任的工

作，增進工作知識，都對面試時回答處境題有利。」

文書助理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

備試心得

入境事務處助理文書主任吳鏡威先生10



勤加練習  汲取經驗

Ada談到能轉任助理文書主任時充滿喜悅。她認為 

在職轉任計劃能為現職文書助理提供晉升途徑， 

讓文書助理利用工作經驗補足學歷方面的要求。 

Ada視在職轉任計劃為難得的機會，所以一面密切留

意內聯網和職系通訊發布的消息，一面加緊裝備自

己應戰。她認為，今次隨應考通知付上的模擬試題

和答案，有助她掌握答題技巧及了解試題的要求，

對她備試大有幫助。

回想為面試備戰的經過，Ada表示，家人、上司和同事 

都給她支持和鼓勵，上司甚至在辦公室為她模擬面

試過程。她笑言，自己也經常在家中對着鏡子「自言 

自語」，希望自己能在面試時對答如流。她又指， 

認真備試的另一原因是希望以身作則，給兒子做個

好榜樣。

Ada表示，文書助理的工作經驗，對她應考助理文書

主任有很大幫助。「我擔任文書助理時，不斷爭取機

會接觸不同的工種和崗位，以累積不同範疇的文書

工作經驗。我曾有機會為助理文書主任替假，從中

體驗助理文書主任的工作實況。面試時，考官提出

的處境題多與助理文書主任的工作範疇有關，如被

問到自己熟悉的工種，就可加以發揮，展示自己的

分析和應變能力。」Ada又指，準備充足，以平常心

應考，是她成功通過遴選程序的心得。

發掘知識  掌握技巧

現於社會福利署威爾斯親王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工

作的Ada對工作充滿熱誠。她除了處理上司委派的

工作外，還會自動「發掘」工作。她憶述，辦公室

原本堆積了很多「陳年」文件檔，為了騰出空間， 

她在半年內把堆積如山的文件夾按檔案管理程序 

銷毀。遇到困難時，她會憑着過往的工作經驗， 

與下屬合力解決問題，又或請教身邊的助理文書 

主任和相關部門。提到擔任助理文書主任與文書 

助理的分別時，Ada表示，助理文書主任需要督導 

下屬，工作上多了一份承擔，但她欣然接受這項新

挑戰，更指職權大了，發揮的空間也相應增加。 

在管理下屬方面，Ada重視與下屬之間的溝通，凡事

與同事有商有量，衷誠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有志者 事竟成

Ada表示，很多同事都擔心自己年紀大，不會獲 

取錄，因而不敢申請轉任。「參加助理文書主任導

引課程時，我發現獲聘的同事來自不同的年齡層，

所以我想藉此勉勵有意參加在職轉任計劃的同事 — 

有心不怕遲。」她續說︰「當機會出現時，要好好把

握。接受技能測驗前，要多練習，工多藝熟，臨場

便能發揮自如。」

細閱阿威和Ada的心得後，相信各位文書助理同事都

對在職轉任計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一輪轉任計

劃預定於明年第一季舉行，有意申請轉任助理文書

主任的同事應好好把握機會，積極充實自己，為各

項測試和面試作好準備。

社會福利署助理文書主任張秀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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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職系處曾於2014年9月推出在職轉任二級私人 
秘書計劃（在職轉任計劃），而所有接受聘任的同事
已於2015年8月底前轉任二級私人秘書。一般職系處
在今年9月21日再推出新一輪在職轉任計劃，讓有志 
加入秘書職系的打字員同事申請。是次專訪特別 
邀請了根據2014年在職轉任計劃轉任二級私人秘書
的尹凱欣女士 (Catherine) 和蔡美蓉女士 (Carol)，
與大家分享備試心得和秘書工作的點滴。

Catherine坦言很喜歡秘書的工作。她表示︰「我當
打字員已20年。一直以來，我都想申請私人秘書 
一職，但奈何自己的學歷未達二級私人秘書的入職
要求。後來，我終於取得所需學歷，但可惜當時 
政府已停止招聘二級私人秘書。」Catherine慶幸處
方推出2014年在職轉任計劃，讓她實現「夢想」。

談到「備戰」經過，Catherine表示，除了深入了解 
打字員和二級私人秘書的職能外，還特意找一些 
外籍朋友為她「惡補」英語會話。「打字員在工作上
應用英語的機會較少，但二級私人秘書的日常工作 
則有機會接觸英語。『惡補』英語不單是為了應付 
面試，亦為我日後擔任二級私人秘書作好準備。」

Catherine現為法定語文事務部總行政主任的秘書。
入職差不多半年，Catherine十分享受二級私人秘書
的工作，認為這份工作很適合自己。不過，正所謂 

「萬事起頭難」，Catherine憶述，在轉任二級私人 

秘書的第一個星期，曾經因未能適應新工作而感到
吃不消。「剛到新崗位時，發現秘書的職責範圍很廣
泛，跟打字員的工作截然不同。秘書工作要『一心多
用』，對於從前只需『搬字過紙』的我，是一個很大
的挑戰。」幸得上司的體恤和同事的協助，Catherine
終能克服困難，重拾自信。Catherine寄語有志轉任
二級私人秘書的同事：「除了努力備試外，還要適當
調整心態，勇於面對轉變，積極迎接新挑戰。」

Carol於1990年加入政府擔任打字員。她任職打字員
期間，曾多次當私人秘書的「替工」，但她從未想過 
自己會加入私人秘書職系。「剛知道在職轉任計劃 
推出時，考慮到自己年紀不輕，所以沒打算申請。後
來，在同事和朋友的鼓勵下，她決定放膽一試，給自
己一個機會。」

Carol笑言，能夠通過技能測驗中的MS Word試卷，
全靠之前在土木工程拓展署打字組工作時的「操練」。

「當時每天都要處理大量文件，對電腦軟件的操作和
應用必須十分熟悉，所以技能測驗試卷對我來說沒有
難度。」不過，她提醒有意轉任二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要細閱隨應考通知付上的模擬試題，這對應考技能 
測驗有一定的幫助。應考前，Carol試做模擬試題，
讓自己熟習一些平時不常用的操作程序，所以在 
應考時能輕鬆應對。她鼓勵同事為技能測驗多作 
準備，以期取得「入場卷」（面試機會）。至於面試
方面，Carol表示，當打字員時，曾經遇上澳洲籍 
的上司。「老闆語速很快，很多時我要一邊聆聽一邊
打字，我的英語能力就是在那時鍛鍊出來的。」

Carol現於土木工程拓展署擔任總工程師的秘書。 
她認為，當秘書的首要條件是積極主動。「老闆公事
繁忙，日理萬機，作為秘書，應盡量主動協助老闆
處理日常事務。」此外，Carol認為，和老闆保持良好 
溝通，至為重要。她入職後即主動約見老闆，了解 
老闆的「脾性」，並在處事方式上加以配合。Carol 
又指出，現時的秘書服務有別於從前的「一對一」 
服務。除了要為直屬老闆服務外，還要在有需要時 
為組內同事提供支援。擁有良好的記憶力當然有利於
執行秘書職務；在有需要時向身邊同事請教，不恥 
下問，亦定能在工作上更加得心應手。

打字員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

二級私人秘書尹凱欣女士（左）和蔡美蓉女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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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海飛馳的男子

大海總能給人一種安靜及舒服的感覺，具有撫慰心

靈的作用，讓人愛與之親近。公務員事務局文書助

理羅駿豪Thomas享受與大海共處，更熱愛在海中揚

帆飛馳。他自2000年首次接觸滑浪風帆運動，其後

成為專業教練。他表示，乘風破浪，不用理會他人

目光，給人無拘無束的快感，正是這種在海中自由

自在的樂趣，令他對滑浪風帆的狂熱，與日俱增。

 

 

 

 

 

初遇滑浪風帆 興趣油然而生

唸中一時，遇上到學校推廣滑浪風帆運動的教練，

令Thomas對這項運動產生興趣。本身熱愛陸上運

動的他，自此對這項水上運動蠢蠢欲試，遂參加

了滑浪風帆暑期訓練班。暑期班完結後，教練鼓勵

Thomas參加滑浪風帆訓練班選拔賽。由於Thomas

具備過人潛質，他獲邀繼續受訓，正式展開滑浪風

帆的旅程。
 

 「好玩」、「刺激」、「極限」概括了Thomas對滑浪風

帆的感覺。初學之時，未能好好駕馭，2009年曾因

傷而要休養近兩年。在此期間，他呆呆留在家中靜

養，苦悶日子一點也不好過。雖然要經常接受物理

治療，而每次做伸展運動都要忍受痛楚，但憑着對滑

浪風帆的熱愛，Thomas一直堅持，努力熬過難關，

冀望能早日再次揚帆啓航。

滑浪風帆運動對於體能的要求相當嚴格，由於搖動

風帆需要極大氣力，除了要運用雙臂，背部、腰部

從教、學滑浪風帆中體驗生活
及腿部的力量亦非常重要。身體各部位需要互相

協調，才能得心應手地在海上揚帆穿梭。家住九

龍東區的Thomas，不懼路途遙遠，逢週末、週日

均會到赤柱正灘接受全日滑浪風帆訓練。除此以

外，Thomas每星期還會有三至四日，抽時間跑步、

游泳和健身，確保體能保持在最佳狀態。

興趣轉化為專業 成為他人之

師

由一名滑浪風帆愛好者晉身教練行列，除了要具備

潛質和技術之外，還需要一個賞識Thomas的教練

擔當他的伯樂，所以Thomas非常感謝教練的用心

教導和鼓勵。要成為滑浪風帆教練，須先參加滑

浪風帆初級教練培訓班，並要持有急救證書、大

海航行證書和通過筆試。Thomas在2011年考獲以

上資格，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境，滿有自信地表示： 

 「機會已經在這兒，一切已經準備好」。Thomas解釋， 

要考獲教練資格殊不簡單，因為訓練班每年只取錄

約五名學員，申請者要通過重重考核，包括水試及

面試，才可成為教練培訓班的學員。在為期六天

的密集式訓練，學員需要學習「如何張開風帆」、 

 「如何傳授初級的滑浪風帆技巧予學生」、「陸上模 

擬教學」及「水上Board Handling」等。在以上項

目中，以「Board Handling」最為複雜，因為將來

要近距離向學生示範控制帆板的技巧。即使完成教

練培訓班的課程，亦不代表學員必定能夠成為正式

教練。香港滑浪風帆會的總教練會按學員的匯報、

Thomas（左一）在岸邊向學生教授張開風帆的技巧

學生們揚帆出海，練習Follow the Leader 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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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表現、陸上和海上的表現，評核學員是否符合 

資格成為正式教練，而要在各個考核項目取得及

格，難度極高。Thomas為考試做足準備，結果成

功闖關，成為初級及兒童滑浪風帆教練。

我的教學方法是「讓學生碰釘」

滑浪風帆須按特定的航道航行，運動員不可進入 

 「No Go Zone」，若然闖入這個區域，風帆會逆風， 

便不能順利向前航行。Thomas分享其教學經驗

時表示，不少初學者經常誤闖「No Go Zone」， 

Thomas不會立即糾正他們，反而會「讓學生碰釘」。 

Thomas以教練的口吻表示，走錯幾次方向漸漸就 

會找到正確航道，這是學習滑浪風帆最好的方法。

滑浪風帆在香港愈來愈普及，吸引了本地和外地學

生，當中不乏俄羅斯、韓國、台灣等地的愛好者來

港學習。在一節五名學生的課堂上，Thomas曾先後

用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向學生講解開帆步驟和航

行技巧，盡顯他的語言天份。擔任滑浪風帆教練讓

Thomas認識到不同國籍背景的人士，接觸

不同社會的文化。

談及有趣的教學經驗，Thomas表示，「風 

之后」李麗珊和滑浪風帆名將黃德森的兩

名女兒也曾是他的學生。Thomas提到，兩

位星級爸媽對女兒學習風帆的過程「高度 

關注」，因他們會坐船在旁觀看女兒的學習情

況，有時也會親自指導她們。Thomas 

笑言，「比見工面試更緊張」，由此 

可見，擔任教練的壓力確實不小。

教學理念與專

業知識並重

天有不測之風雲，身為教

練，Thomas要對天氣狀況

瞭如指掌，觀察入微，時刻

注意海面情況並隨機應變。

夏季不時會出現「打石湖」， 

即天氣突然變化，時刻驟變，這一刻陽光普照，轉

瞬間已風雨大作。他形容「打石湖」的情況，仿似打

開雪櫃吹出的一陣冷風，之後，狂風暴雨會在約十

分鐘後吹襲。Thomas憑過往在海上航行的經驗，預

計「打石湖」何時出現，盡快安排學生乘快艇離開，

緊急時，大家甚至要棄帆於海中心，立即撤離，返

回岸上。 

從滑浪風帆領悟人生哲理

大 海 遠 離 繁 囂 ， 揚 帆 破 浪 的 同 時 又 可 欣 賞 周

遭 的優美環境，儼如Thomas「一個減壓的地方」。 

滑 浪 風 帆 給Thomas注入「正能量」， 在 日 常 生

活，不論被什麼心煩事纏繞，下水的一刻就可以

忘 記 煩 惱 。 教 學 生 玩 滑 浪 風 帆 ， 自 己 亦 可 從 中 

學習。Thomas回想自己初踏足社會，不懂變通，處

事刻板，一成不變，做事只會有A方向，不會去預

備B或C計劃。成為滑浪風帆教練後，Thomas在處

理問題時會思考不同的解決方法，「可能因為滑浪

風帆，我對事情的想法更全面」。他補充說，作為

教練，他不時要為學生設想和考慮。例如：學生這

樣做，會不會發生危險，萬一發生危險後要怎樣處

理等。為了處理船隻在海上損壞的情況，Thomas

更主動學習船隻維修的工程知識。在教導學生的同

時，Thomas自覺性格更趨成熟，而他的生活體驗也

愈來愈豐富，儼如那無邊無際的大海，美麗壯闊。

利用滑浪風帆展現海上 
飄移 – Carve Gybe

Thomas（右二）細心地向學生介紹滑風帆的裝備

Thomas 在大海上揚帆自由自在地奔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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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級 部門 ／機構

陳小薇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機電工程署

潘志輝先生 高級文書主任 土木工程拓展署

薛廣順先生 高級文書主任 民政事務總署

杜惠儀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運輸署

陳錦清女士 文書主任 社會福利署

林志豪先生 文書主任 香港天文台

伍伯林先生 文書主任 民政事務總署

袁麗珍女士 文書主任 路政署

黃淑儀女士 助理文書主任 入境事務處

史揚玲女士 文書助理 司法機構

蔡惠蓮女士 文書助理 公司註冊處

梁瑞圓女士 高級私人秘書 投資推廣署

張麗華女士 一級私人秘書 司法機構

陳胡楚卿女士 二級私人秘書 渠務署

歐陽麗霞女士 機密檔案室助理 入境事務處

姓名 職級 部門

黎留芬女士 私人助理 教育局

鄭長庚先生 高級文書主任 房屋署

姓名 職級 部門

韓志剛先生 文書主任 社會福利署

蘇佘靜文女士 文書主任 房屋署

在香港回歸以來的第18份授勳名單中，共有4位文書

及秘書職系人員獲頒授榮譽勳章或行政長官公共服

務獎狀，以表彰他們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他們努力

不懈，緊守崗位，致力服務社羣，實為公務員的典

範。衷心恭賀以下獲頒勳章及獎狀的人員：

2015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結果亦已公

布，共有15位文書及秘書職系人員獲獎，以表揚

他們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及不同的公共服務範疇，秉

持專業的服務態度，為巿民提供優質服務，表現卓

越。獲頒嘉許狀的人員如下：

上述同事表現出色，殊堪嘉許。 
我們再次衷心祝賀各位獲獎的同事！

榮 譽 勳 章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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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間，我的女兒Heily已八個月大了。回想起 

我剛做媽媽的時候，心情真是又驚又喜。這輯相片是

在Heily六個月大時拍的。她是一個「開心果」，非常愛

笑且活潑好動，最喜愛「米妮」老鼠•天天與「米妮」

玩個不亦樂乎！Heily出生時六磅半，現在已有二十二

磅，真是要感謝外婆的悉心照顧呢！我同時也深切體

會到母愛的偉大，照顧寶寶雖然有時令我感到辛苦，

但看到孩子健康成長，疲勞頓時盡消。在此鼓勵各位

媽媽，「加油！加油！」

公務員事務局文書助理 

鄭詠詩Alice

 愛美的Heily，化身「米妮」老鼠。 Heily有玩伴相陪，不亦樂乎！

Heily笑得合不攏嘴。

Hello！大家好，我是Isaac BB。

Isaac一個月大時，最愛伏在

媽媽Abby的肩膊上沈思。
相片由公務員事務局文書助理

Abby提供

到Isaac兩個月大，媽咪Abby要 

返工了， Isaac會擺出可愛表情， 

給Abby送上正能量。「媽咪， 

加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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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升遴選工作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本處於本年7月13日發出信件，邀請在2015年6月30日已於文書主任職級服務兩年或以上的同事參加

2015年高級文書主任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已於9月及10月進行，預計在明年年初公布結果。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

本處於本年7月24日發出便箋，公布2015年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的遴選安排。所有在2015年

6月30日已於助理文書主任職級服務十年或以上的人員均可獲考慮。今年有關文書工作經驗的晉升

甄選條件與往年一樣，即在助理文書主任職級服務期間曾擔任兩個或以上文書職務類別 / 範疇的 

工作，並在同一文書職務類別 / 範疇連續工作兩年或以上。至於督導經驗則要求在過去十年內有 

至少連續兩年直接或間接督導下屬的經驗。此外，與以往安排一樣，基於個人理由而不願獲今年 

遴選委員會考慮的同事可經部門向本處表達其意願。

為使各部門更明瞭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的遴選機制，本處於8月11日舉行簡介會，向各部門

的職系管方代表講解晉升遴選的準則和程序，以及如何能公平及公正地考慮各符合資格的助理文書

主任是否適合晉升。晉升遴選委員會已於11月初展開工作，預計在明年年初公布結果。

自2008年恢復公開招聘助理文書主任至本年9月30日為止，新入職的同事超過5 500名。為了讓 

一些表現特別卓越的同事符合資格獲考慮晉升，本處正研究把十年年資的要求放寬，至例如八年。 

雖然如此，我們不會忽略表現優良而年資較長的同事的晉升機會。

	 公開招聘計劃

助理文書主任職位公開招聘計劃

2014年助理文書主任公開招聘計劃，截至2015年8月31日，共有1 021人獲發聘書，703人上任。

文書助理職位公開招聘計劃

2014年文書助理公開招聘計劃，截至2015年8月31日，共有1 283人獲發聘書，762人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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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及秘書職系在職轉任計劃

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計劃
2014年9月推出的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計劃，共32名打字員獲推薦轉任二級私人秘書。接受聘任
的31人已經全部上任。

一般職系處已於2015年9月21日發出便箋，邀請符合資格的在職高級打字員及打字員申請轉任二級
私人秘書。二級私人秘書技能測驗及中、英文資格檢定考試已分別於11月9日及11月14日舉行， 
遴選面試將於2016年1月舉行。

	 高級文書主任茶聚

為加強與高級文書主任的溝通及加深了解同事的工作情況，處方繼續安排與不同部門的高級文書 
主任以茶聚方式會面。第十一、十二及十三次茶聚已分別在本年7月8日、9月9日及11月4日舉行，
三次茶聚共有92位高級文書主任出席。

9.9.2015

4.11.2015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
眾高級文書主任合照

8.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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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我增值–申請發還課程及考試費用

有意進修的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1010條申請發還課程及考試費用。
一般職系處已於2015年7月31日發出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18/2015號，公布有關申請準則，並邀請 
同事在課程開始前提出申請。雖然截止申請日期已屆滿，但為鼓勵更多同事公餘進修，自我增值，
若撥款尚未用罄，處方會彈性考慮個別申請。有興趣的同事應把握機會，與時並進，工作不忘 
學習，自我增值，以加強競爭力。

	 部門間調職申請

截至2015年9月1日，共有1 742名文書職系同事及243名秘書職系同事提出部門間調職申請。 
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間，共有208名文書職系同事及96名秘書職系同事獲安排調往
其他部門工作。

	 人事調動

李盈女士及何倩婷女士於本年11月分別接替鄭慧賢女士及陳慧女士，擔任高級行政主任（文書及 
秘書職系）21及行政主任（文書及秘書職系）21。

李盈女士（左）及何倩婷女士（右）



編輯小組誠邀各同事繼續就下列兩個主題投稿。有你們的參與和分享，本通訊的內容定會更加豐富，
更加精彩。

投稿不設限期，同事可隨時經部門員工關係組向編輯小組遞交稿件。來稿由編輯小組評選後會在文書及

秘書職系通訊內刊登，惟同事必須留意，來稿內容不得涉及任何版權爭議。

	「奇趣天地」

同事可提供有趣相片，與本通訊的讀者分享。相片
以富趣味性為佳，例如珍貴收藏品、寵物、嬰孩及
令人會心微笑的情景等。

	「分享部落格」

同事可透過部落格，與讀者分享公餘活動或興趣，例
如義工、編織（如串珠、毛衣、十字綉等）、繪畫、
粵劇、旅遊及運動（如瑜伽、太極、社交舞等）。

同事如果對職系通訊有任何意見，歡迎以下列方式通知我們：

香港添馬添美道２號政府總部西翼７樓	

（經辦人：文書及秘書職系通訊編輯小組）

csbggocss@csb.gov.hk

2530	2380

20

8	 長期優良服務公費旅行獎勵計劃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13/2015號公布2015至2016年度長期優良服務公費旅行獎勵計劃的詳情。所有
連續在政府工作20年或以上的非首長級本地公務員均會獲考慮。獎項配額以每27名合資格人員可獲
一個配額計算。文書及秘書職系在本年度共獲得455個配額，詳情如下：

本處根據上述通函所列指引和準則，考慮各局/部門提交的推薦名單後，已選出得獎人員，並按其 
服務年資定出優先次序。謹此恭賀各得獎同事，並祝他們旅途愉快！

	 職系	 配額	 職系	 配額

 文書主任 223 打字督導員 1

 文書助理 151 機密檔案室助理 7

 辦公室助理員 17 打字員 10

 私人秘書 45 電話接線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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