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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步步高升

文書及秘書職系晉升事宜

謹此恭賀以下3名晉升為私人助理的同事：

謹此恭賀以下2名晉升為高級私人助理的同事： 

姓名 部門╱機構

區潔玉女士 律政司

蕭麗琼女士 司法機構

姓名 局

盧惠霞女士 民政事務局

吳秀霞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杜楚茵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2017年私人助理晉升高級私人助理的
遴選結果已於本年 10月公布，有2名
私人助理晉升為高級私人助理，生效日
期為本年7月20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首席法官（右四）、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先生（左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先生（右二）、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先生（左一）、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右一）與晉升高級私人助理的區潔玉女士（左四）和蕭麗琼女士（中）及晉升私人助理的

盧惠霞女士（左二）和吳秀霞女士（右三）於頒發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2017年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的
遴選結果已於本年 10月公布，有3名
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為私人助理，生效日
期為本年7月28日。

私人助理晉升高級私人助理

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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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步步高升

2017年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的遴選結果已於2017年 10月公布，有 11名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
書，生效日期為2017年7月27日。另外，1名一級私人秘書在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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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署任期內表現理想，於本年8月 11日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

一般職系處於本年 10月27日及 11月8日，分別舉行了高級私人助理及私人助理升職信頒發儀式和高級私人秘書
升職信頒發儀式。一般職系處長頒發升職信給晉升的同事，並向她們一一道賀。

謹此恭賀以下 12名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前排左四）、首席行政主任（一般職系）盧德銘先生（前排右一）、總行政主任（文書及秘書職系）2黃佩儀女士（後排
左一）與晉升高級私人秘書的白曉妃女士（前排左一）、關素英女士（前排左二）、陳少英女士（前排左三）、黃蕾女士（前排右二）、許雅茵女士

（前排右三）、王笑芳女士（前排右四）、林潔雲女士（後排左二）、呂麗斯女士（後排左三）、黃澤芳女士（後排中）、黃巧玲女士（後排右一）、

吳康妮女士（後排右二）和黃傑雯女士（後排右三）於頒發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姓名 局╱部門

陳少英女士 香港海關

許雅茵女士 渠務署

關素英女士 行政長官辦公室

林潔雲女士 建築署

呂麗斯女士 入境事務處

吳康妮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姓名 局╱部門

白曉妃女士 水務署

黃澤芳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黃巧玲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黃傑雯女士 保安局

黃 蕾女士 政府新聞處

王笑芳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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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

在2016年高級文書主任晉升遴選中，共有81名文書主任在署任高級文書主任6個月後獲批准於2017年8月6日晉
升為高級文書主任。

姓名 局╱部門╱機構

畢美珊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陳子建先生 屋宇署

陳志賢女士 運輸署

陳學英女士 運輸署

謹此恭賀以下81名晉升為高級文書主任的同事： 

2017年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的遴選結果已於本年8月公布，有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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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謹此恭賀以下30名晉升為一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歐陽靜儀女士 衞生署

布麗羣女士 律政司

陳麗心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陳麗雲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陳慧敏女士 教育局

張翠萍女士 渠務署

張麗芳女士 律政司

張映玲女士 環境保護署

錢寶弟女士 香港警務處

趙綺薇女士 律政司

范啟妍女士 律政司

馮思妮女士 司法機構

黎秀美女士 發展局

梁燕明女士 教育局

盧 丹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姓名 局╱部門╱機構

盧美玲女士 環境保護署

盧淑敏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麥桂坪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

吳冠芬女士 律政司

伍玉嬋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

溫卓霖女士 政府統計處

黃麗芬女士 勞工處

黃佩清女士 水務署

黃瑤音女士 破產管理署

甄幸嫦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

邱玉蘭女士 律政司

楊潔儀女士 審計署

楊梅鳳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葉毅鈴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楊玉媚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姓名 局╱部門╱機構

陳潔芳女士 懲教署

陳潔嫦女士 稅務局

陳麗娟女士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

陳文玲女士 司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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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

姓名 局╱部門╱機構

陳秀慧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陳淑華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陳倩萍女士 運輸署

陳素真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陳月芬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鄭賽金女士 入境事務處

陳鄭麗珍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鄭惠芬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張至珊女士 庫務署

張美珠女士 公司註冊處

張偉文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趙月娥女士 香港警務處

蔡淑薇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鄒彩薇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朱玉儀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杜宗保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方詠儀女士 教育局

何石英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江燕儀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郭笑萍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鄺國明先生 規劃署

賴仲兒女士 路政署

黎珮雯女士 運輸署

林楚惠女士 社會褔利署

林淑儀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劉潔珍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劉敏華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劉成威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劉燕蘭女士 入境事務處

李碧玉女士 屋宇署

李美英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利瑞冰女士 運輸署

梁翊鈴女士 庫務署

梁玉嬋女士 公司註冊處

李寶珠女士 路政署

黎李小松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廖汗文先生 水務署

廖秀紅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雷麗琼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呂雲嫦女士 勞工處

馬立峯先生 教育局

吳錦雲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彭少蓉女士 運輸署

潘耀榮先生 香港警務處

岑慧玲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蘇靜嫻女士 工業貿易署

司徒麗娟女士 教育局

譚婉儀女士 醫療輔助隊

鄧貞敏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鄧詠恆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杜初光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

湯詠梅女士 政府統計處

湯玉文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謝美萍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王秋雲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王靜恆女士 路政署

黃鳳連女士 建築署

王潔珊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黃貴蓮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黃秀英女士 機電工程署

黃山河先生 司法機構

王慧儀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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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

一般職系處於本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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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聚首一堂，分享晉升同事的喜悅，場面十分熱鬧。在儀式中，一般職
系處長頒發升職信給晉升的同事，並向他們衷心道賀。

姓名 局╱部門╱機構

黃綺洺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

黃英妹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玉瑜女士 政府飛行服務隊

任寶賢女士 水務署

邱慧珊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楊瑞儀女士 民航處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嚴淑芬女士 稅務局

葉浩明先生 律政司

葉燕玲女士 屋宇署

余瑞儀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原潤琼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與晉升高級文書主任的同事合照

6



培訓消息速遞

學員透過遊戲認識自己，並發揮
想像
力及創

意。

學
員
在
模
擬
遊
戲
中
體
驗
如
何
建
立
合
作
關
係
。

現今私人秘書職系同事的工作範疇不再局
限於一般秘書和支援等傳統工作，他們亦
須肩負多元化和部門專有的工作。為了增
進同事的職場知識和技能，以應付嶄新的
工作和挑戰，一般職系處培訓及發展組於
2017年7月31日舉辦了為期一天的「新世代
傑出秘書」工作坊，向私人秘書職系同事注
入新的工作思維和傳授軟性工作技巧。

學員透過正向思維和創意思維的應用學習，以
及一連串相關遊戲，嘗試用非傳統方式思考和
解決問題，並在模擬遊戲中體驗如何建立合作關
係，加強在職場上的正向溝通和應變能力。學員亦從沙
盤遊戲中認識自己，並訓練想像力及創意。

參與工作坊的學員都樂於分享工作經驗，就如何以正向
思維及創意思考方式解決工作上的疑難發表意見。學
員透過彼此間的互動交流，不單能夠從不同角度認
識工作管理的重要性，而且得到啓發，將正向思
維應用於日常生活。一般職系處日後會繼續

舉辦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讓同事互相分
享工作的喜與樂和傳遞正能量。

「新世代傑出秘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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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消息速遞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及金融商貿中心，政府銳意維持一支通曉兩文
（中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的公務員隊伍，以配合香
港特區的持續發展，並確保政府能夠與市民大眾有效地溝
通。多個決策局及部門的文書及秘書職系人員均有參與前線
服務，例如解答公眾查詢和提供協助。過程中除了運用粵
語及英語外，同事亦須以普通話與市民溝通。為了提升同
事在日常工作中說普通話的信心及應對能力，一般職系處
分別於2017年7月及8月舉辦了兩次「普通話客戶服務」
工作坊，協助同事掌握工作上常用的普通話用語和技
巧，以便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工作坊的導師均為資深普通話老師，他們均已在國家語
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中考獲一級乙等或以上成績，並曾在
政府部門教授同類課程及工作坊，經驗豐富。工作坊涵
蓋多種常見的工作情景，包括提供協助及建議、回答查
詢、提供資訊、回應客人意見和處理困境等。導師透過普通話朗
讀、粵普對譯、角色扮演等活動，重點教授不同工作情景中常用的語句，以協助學員在提供服
務過程中以較流利的普通話與客人溝通。另外，導師亦指出香港人常常錯用的普通話口語，
並即場糾正學員。

所有學員都表示工作坊內容充實，切合實際工作需要，讓他們學會不少
實用語句，獲益良多。一般職系處會繼續舉辦同類工作坊，

讓更多有興趣的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參加。

  實務普通話系列 ─

「普通話客戶服務」工作坊

學員留心聆聽導師講解。

學員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
。

學員以互動形式上課，
接
受

培
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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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資訊

透 明 度
原則5

準確性、儲存及保留

原則2

查閱及更正

原則6

立即收集資料

收集目的及方式

原則1

聯絡相關人士
及採取遏止措施步驟2

保安措施
原則4

使   用
原則3

工作時要留心

不論是公務員還是普通市民，他們的個人資料私隱都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一般職系處同事在工作上經常會接
觸到個人資料，如處理市民或員工申請或回答查詢等。同事在處理個人資料時須留意並依從以下六項保障資料原則。處
理好市民或員工的個人資料私隱，可以增進效率，事半功倍。

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
閱其個人資料；若發現
有關個人資料不準確，
有權要求更正。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
行的步驟來公開其處理個
人資料的政策和行事方
式，並交代其持有的個人 
資料類別和用途。

資料使用者須以合法和公平的方
式，收集他人的個人資料，其目
的應直接與其職能或活動有關。

須以切實可行的方法告知資料當
事人收集其個人資料的目的，以
及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哪類人士。

收集的資料是有實際需要的，
而不超乎適度。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
行的步驟以確保持有的個
人資料準確無誤，而資料
的保留時間不應超過達致 

原來目的的實
際所需。

遏止措施可包括：

• 如資料外洩是系統故障造
成，應停止有關系統的操作

•更改用戶密碼及系統配置，
以控制查閱及使用資料

•考慮是否需要尋求技術協助，
以修補系統上的漏洞及╱ 
或阻止黑客入侵

•停止或更改涉嫌作出或導致
資料外洩的人士的查閱權

•如犯罪活動已發生或相當可
能發生，應通知有關執法部
門

•保留資料外洩的證據以協助
調查

•指示資料處理者立即採取補
救措施及將進度告知資料使
用者（如適用） 

妥善處理資料外洩事故

近年有不少政府部門發生個人資料外洩事故，導致可能違反資料保安原則。雖然條
例並沒有要求資料使用者須就資料外洩事故通知公署，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建議政
府部門遵從內部機制，並採取以下步驟妥善處理有關事故。

立即收集有關資料外洩事故

的重要資料，包括：

• 事故於何時及何地發生？
• 事故如何被發現及由誰人發現？
• 事故的肇因是甚麼？
• 涉及甚麼種類的個人資料及
 範圍有多大？
• 受影響的資料當事人有多少？

評估資料外洩事故可

造成的損害，如：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身份盜竊
•財務損失
•受辱或喪失尊嚴、名譽或關係受損
•失去生意或聘用機會

資料外洩事故 — 處理及通報四部曲

(瀏覽六項保障資料原則動畫
https://goo.gl/t7Ypfn)   

小方法體現大智慧．保護個人資料私隱

步驟1

步驟3 步驟4 評估損害 考慮作出通報

了解更多

請瀏覽：

公署網站 
www.pcpd.org.hk/cindex.html 及

網上私隱要自保專題網站

www.pcpd.org.hk/besmartonline

在資料外洩事故中，

如可以合理地估計實

在的傷害風險，資料

使用者應考慮：

•通知資料當事人及相關人士
•不作出資料外洩通知的後果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
可行的步驟，保障個人
資料不會未經授權或意
外地被查閱、處理、刪
除、喪失或使用。

個人資料只限用於收集
時述明的目的或直接相
關的目的，除非得到資
料當事人自願和明
確的同意。

相關人士可包括：

• 執法部門

• 相關規管機構
 （例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

• 互聯網公司

• 資訊科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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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北

京

的

春

北

京

的

夏

編：可否簡介一下你現時任職的駐京辦及主要職責？

Brenda：我在駐京辦擔任高級私人秘書。很榮幸，我是唯一一
名派駐境外辦事處的高級私人秘書，日常主要為駐京辦主任和副
主任提供秘書和文書服務。駐京辦位於北京西城區，附近有很多
旅遊景點，例如什剎海、北海公園和恭王府，因此，駐京辦門前
經常停滿旅遊車，亦時常有好奇的遊客站在門前拍照。或許我們
高高懸掛的國旗和區旗也是吸引他們駐足的原因之一。

我在北京
的日子

編：可否分享一下擔任這崗位的趣事？

Brenda：國內的假期安排與香港有很大差別，日數較少已不用說，
而為配合連休長假期（例如十一黃金周和春節），上班族有時要在假
期前後的周末上班。我也試過周六和周日一連兩天都要上班。「七天
工作周」，我認為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

編：你何時開始在駐京辦工作？當初為何選擇在香港境外工作？

Brenda：我是在2015年6月開始在駐京辦工作的。申請這個職位
前，我曾打聽北京的工作情況。當時我在政策局已工作了差不多十
年，適逢有這樣的職位，我覺得是時候轉換新環境，迎接新挑戰，在
新崗位學習及增廣見聞。此外，在北京工作還可以練習普通話。抱着
想做就去做，不應顧慮太多的心態，於是我申請了這個職位。

編：擔任這崗位期間，有甚麼事情是你最難忘的？ 

Brenda：我們有時會收到在京港人的求助電話。由於他們大多數說廣東話，因此，前台的國內同事
有時會直接把電話轉給我接聽。記錄他們的情況後，我會立即把個案轉交負責的同事處理。每次我
收到這類電話，都希望他們能夠盡快脫離困境。

編：你有甚麼興趣？在當地公餘時間有何消遣活動？

Brenda：公餘時，我會盡量參觀一些著名和富有北京特色的地方。遇上連休日就會到周邊地方旅
遊。周末時，我喜歡到公園散步，舒展筋骨。我很喜歡北京的公園，與香港的公園比較，北京公園
面積較大，四季有不同的植物，還有百年古樹。不同年齡階層的老百姓會在公園聚集，好不熱鬧。 

說起北京，大家會想到甚麼？故宮、長城等名勝古蹟？北京填鴨之類

的京式美食？大家又有否想過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是怎麼樣呢？

今期《文書及秘書職系通訊》邀請了現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

京辦事處（駐京辦）擔任高級私人秘書的何鄭偉愉女士(Brenda)接受
專訪，與我們分享她在北京工作及生活的點滴。

何鄭偉愉女士：Brenda編輯小組：編

2017年4月林鄭月娥女士以候任行政長官身分訪
問駐京辦，並跟同事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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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北

京

的

秋

北

京

的

冬

我在長安大街

騎共享單車，

妙極了！

十分感謝Brenda在北京抽空接受我們訪問。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她有多
喜愛現時駐京辦的工作及北京的生活。Brenda現時崗位的任期會在明
年年中結束，謹此祝願她在當地繼續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編：北京有什麼地方、美食或特色活動值得推介？

Brenda：說到當地美食，大家必然想到「舌尖上的中國」。北京匯聚了全國各省
及世界各地的美食，只要用手提電話程式搜尋，就能獲得不同的餐飲建議。北京
是名副其實的美食天堂！首次到訪北京，除了遊覽長城、故宮、天安門等必去景
點，我會提議大家到國家博物館或首都博物館參觀。喜歡文化藝術的，可以到國
家大劇院欣賞世界著名藝術家的演出；喜歡湊熱鬧和購物的，就要去三里屯，那
裏有酒吧街、夜市等。總之北京應有盡有，如何探索視乎你在北京逗留多久！ 

編： 你覺得京港兩地的生活有何不同？初到北京時，你怎樣適應當地生活？

Brenda：北京的冬天天氣比較寒冷，氣溫經常在零度以下。2015年，我在北京過第一個冬天，就已獲得驚
喜。那天我一起牀往窗外望，光禿禿的樹木都被白雪覆蓋，一片白茫茫。我打着傘回到辦公室，雪還沒有
停。辦公室的亞姨說，很久沒有下過這麼大雪，給我趕上了。北京的冬天的確不是經常下雪，但天氣可以
很冷。此外，北京雖然有很多優點，但霧霾、PM2.5(編者按：即懸浮粒子2.5)、風沙、空氣污染、漫天柳
絮、天氣乾燥等問題，都是不容易適應的。一旦遇到這樣的天氣，不適合進行戶外活動，就可留在家中睡
覺、閱讀、看劇集、做麵包、焗蛋糕……這些都是賞心樂事。 

編：在北京，你最掛念香港哪些事物？

Brenda：每逢假期結束要從香港返回北京工作時，我都會乘坐機場巴士經東區走廊到機場。路
上看到美麗的維港景色、藍天白雲，總會感到依依不捨，期望下一次放假再度回港。在我的心
目中，香港永遠是最好和最美麗的地方。

編：可否總結一下你現時的工作？

Brenda：我很享受北京的工作。這是難得的機會，建議大家也來看看現時的北京。

編：還有其他事情要跟香港的同事分享嗎？

Brenda：在北京工作不經不覺已經兩年多，駐京辦的秘書和文書工作和
香港的大同小異，不過因為職員人數較少，每個崗位都很重要。我們就
像一個大家庭，一起工作，互相幫忙。

除了新的工作體驗之外，北京亦令我大開眼界。我感受到首都的魅力和
新舊文化的融合。城市到處綠化，四季各有特色：春有花、夏有蔭、秋
有果、冬有綠。走在街上，大型商場的設計，售賣的各國品牌，都比香
港更多元化。中國有新四大發明 － 高鐵、共享單車、網購和嶄新支付
款系統，令市民的生活更便捷。回到香港，我恐怕會不習慣呢！

我的任期很快就屆滿，我會和丈夫好好利用餘下的時間，遊覽我們還未
去過的地方，品嚐想吃的菜式，去公園散步，……當然還有盡情淘寶！

駐京辦的工作範圍（編者按：亦可瀏

覽駐京辦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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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系傳真

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的大日子，特
區政府和各界團體組織都舉辦了多項活動與市民一
起慶祝。規劃和統籌如此盛大的慶典需要不同政府
部門及大量人手協助，文書職系同事身為公務員團
隊的重要成員，當然也參與其中。

李群慧 (Carrie)和黃朗謙 (Nicol)便是其中兩位曾參
與籌辦20周年回歸盛事的助理文書主任同事，他
們分別於2016年下半年及2017年年初加入慶典統
籌辦公室（慶典辦）。

Carrie是慶典辦剛成立時就加入的成員，當時所有
工作可說是「由零開始」。她主要負責處理身分確
認，為20周年主要慶典活動（包括6月30日舉行
的歡迎晚宴和文藝晚會，以及7月 1日舉行的升旗

儀式和就職典禮）的入場人士辦理身分確認證。工
作團隊參考回歸 10周年和 15周年的籌劃經驗，設
計登記表格，以供一萬二千多名嘉賓、工作人員、
傳媒及公眾人士辦理身分確認手續。她和隊友需要
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條不紊地細心處理大量個人資
料，確保所有參與活動的人士都能夠適時辦妥申
請，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Carrie憶述，臨近6月
底時的工作氣氛是最熾熱和緊張的，特別是為了趕
及在6月30日和7月 1 日活動舉行前把身分確認證
備妥，讓參與人士能順利取證進場，超時工作是無
可避免的。雖然Carrie過往沒有參與籌辦大型活動
的經驗，而身分確認的相關工作量也不輕，但憑着
上下一心和努力拼搏的精神，她和隊友得以合力圓
滿完成所有工作，並在過程中建立珍貴友誼。

回歸盛事，有你參與

Carrie（前排左二）與慶典辦的同事合作無間，充分展現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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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系傳真

Carrie和Nicol分享協助籌辦20周年回歸慶典活動的工作點滴

對於Nicol來說，慶典辦的工作充滿新鮮感和極富
挑戰性，因為他是在2017年年初才加入政府工作，
協助籌辦20周年慶典活動對他來說是別具意義的
特別任務。Nicol主要負責協助處理社會各界或地
區團體就所主辦活動提交的20周年認可慶祝活動
申請。相信大家早前在香港不同地方都見過一些使
用20周年慶典官方標誌的活動宣傳，這些都是獲
政府認可的20周年慶祝活動，已納入官方慶祝活
動節目表及網頁。由於各界踴躍舉辦慶祝活動，因
此Nicol和他的隊友需要處理的申請數目相當多。
在收到有關申請表後，Nicol要協助核對表格上的
資料和相關文件，在有需要時要求申請團體遞交補
充資料，並在申請審核完畢後通知有關團體。由於
審核需時，要通過既定程序，而很多申請團體都殷
切期望所舉辦的活動能早日列為認可慶祝活動，因
此慶典辦收到不少申請人的查詢，需要Nicol運用
良好的溝通技巧耐心解答。此外，為確保大量活動
資料能適時準確地上載官方網頁，他和隊友向上司
提出了一些關於數據處理的小建議。這些建議後來
獲得採納，故Nicol在整理活動資料時更得心應
手，成功感大增。

當被問到參與20周年回歸相關工作的感受時，
Carrie和Nicol不約而同表示，這是難得的工作體
驗。他們在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大家團結一致，面對工作繁重和時間緊迫的挑戰，
既要分工合作，也要互補不足。參與這項關乎全港
市民的盛事，將會是兩人工作生涯中難忘的回憶之
一。

Carrie與慶典辦的同事就慶典活動入場人士的身分確認工作提
供支援。

Carrie和Nicol接受編輯小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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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藝

粵劇是中國傳統戲曲劇種之一，以唱、

做、念、打的手段來表現戲劇內容。

2009年，粵劇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教

育局文書主任黎蕙芳女士 (Daisy)熱愛粵

劇，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這門傳統藝術。

Daisy接觸粵劇已十年多，起初只想在公

餘之暇，尋求一些娛樂。現在她除了上

粵劇課之外，亦會參與粵劇演出，以豐

富自己的人生經歷。

劇的「唱做念打」

粵劇在舞台上運用唱、做、

念、打的形式及相關藝術手段

表演故事情節。「唱」是指唱

功，不同的角色須配合不同的演

唱方式，包括平喉（男聲）及子喉

（女聲）。子喉比平喉調子高八度，

女角常以這假音來演繹。除了按音階

分類，也會以聲音特色來分類，例如

大喉是使用粗獷聲音的演唱方式。「做」

是指做功，又稱身段，即身體表演，包

括手勢、走位、身段、水袖、鬚功、水

髮等。「念」是指念白，即念出台詞，

用說話交代劇中情節和人物的思想感

情。「打」是指武打，例如舞水袖及水

髮、玩扇子、武刀弄槍、耍棍揮棒和舞

動旗幟等。

Daisy手執馬鞭，代表演員正在騎馬

」
劇
人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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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藝

唱 曲的樂趣

Daisy表示，每齣戲劇都有其特色及值得欣賞之處。她最喜歡

任劍輝、白雪仙及唐滌生的戲劇，覺得百看不厭。

常言道：「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Daisy認為一首曲要唱得好，

必須牢記曲詞和調子，而唱粵曲更要記住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觸

的詞彙，所以演出者尤須集中精神。她發現自己在操曲的過程中，記憶

力和專注力的確有所增強。Daisy認為，唱曲是另一種鍛鍊身體的方

法。唱粵曲需要充分利用身體各部分的肌肉和器官（例如肺部）及掌握丹

田運氣的技巧來發聲，跟做運動一樣，可以消耗大量體能。對Daisy來

說，唱粵曲其實是講求腦力和體力的興趣。

另外，Daisy認為唱粵曲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素質和修養，讓心緒

平和。她坦言，用心感受和理解歌曲，以及觀看他人的粵劇演出，能對

個人的性格情操和思想道德起正面作用。

粵劇花旦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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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為榮

勳銜
勳章

服務
獎狀

嘉許
狀

姓名 職級 部門╱機構

鍾麗貞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渠務署

黎謝愛群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知識產權署

梁少娟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律政司

魏德興先生 高級文書主任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阮佩華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司法機構

陳麗娟女士 文書主任 社會福利署

趙陳燕儀女士 文書主任 土地註冊處

黎寶珍女士 文書主任 民政事務總署

李玉華女士 文書主任 入境事務處

黃張淑儀女士 文書主任 運輸處

陳曼倩女士 助理文書主任 入境事務處

何鳳燕女士 文書助理 機電工程署

黃鎮平先生 文書助理 民政事務總署

曾少貞女士 一級私人秘書 土木工程拓展署

黃卓慧女士 一級私人秘書 消防處

黃美女女士 一級私人秘書 路政署

梁婉冰女士 二級私人秘書 房屋署

周翠華女士 機密檔案室助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在香港回歸以來的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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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彰他們在公務員生涯所作出的重要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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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職級 局

吳燕芳女士 高級私人助理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張淑娟女士 私人助理 勞工及福利局

舒何偉珠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 房屋署

姓名 職級 局

江耀強先生 文書主任 教育局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榮譽勳章

2017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結果亦已公布，共有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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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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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一般職系處消息

經調整的繼續受僱機制

晉升遴選工作

公務員事務局已於2017年6月發出有關 「公務員達退休年齡後較最後延長服務為長的繼續受僱」的通
告，公布「現職公務員達退休年齡後較為期不多於120天的最後延長服務為長的繼續受僱的經調整機制」
（下稱“繼續受僱”）。

有關繼續受僱的調整包括 : 容許較長的繼續受僱期，連同最後延長服務期（如獲批准）最長為五年 ; 把向
資歷較淺的公務員傳承知識或經驗，作為新增的理據 ; 以及擴大繼續受僱機制的適用範圍，以涵蓋屬於
公務員公積金計劃的公務員。

有關「公務員達退休年齡後較最後延長服務為長的繼續受僱」的詳情，可參閱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4/2017號。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本處於本年7月3日發出便箋，邀請在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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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高級文書主任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已於8月底展開，預計在本年 12月公布結果。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

本處於本年7月 14日發出便箋，公布2017年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的遴選安排。所有在2017年6
月30日已於助理文書主任職級服務八年或以上的人員均可獲考慮。今年有關文書工作經驗及督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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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過去十年內須有至少連續兩年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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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日舉行簡介會，向各部門的
職系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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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召開，預計在本年 12月公布結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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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職系處消息

文書及秘書職系在職轉任計劃

自我增值 － 申請發還課程及考試費用

公開招聘計劃

助理文書主任職位公開招聘計劃 

2016年助理文書主任公開招聘計劃，截至2017年 10月31日，約有 1 500人獲發聘書，其中約 1 200人
上任。

文書助理職位公開招聘計劃 

2016年文書助理公開招聘計劃，截至2017年10月31日，約有2 000人獲發聘書，其中約1 400人上任。

3

4

5

在職轉任二級秘人秘書計劃

2016年 12月推出的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計劃，共61名文書助理獲推薦轉任為二級私人秘書。處方已
於2017年8月公布結果並於9月起陸續安排接受轉任的二級私人秘書填補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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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 1日發出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2/2017號，公布有關申請準則，並邀請同事在課
程開始前提出申請。雖然申請已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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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技能，以加強競爭力。 

18



一般職系處消息

為進一步加強與高級文書主任及文書主任的溝通和多聽取前線同事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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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書主任以茶聚方式會面。最近一輪茶聚已分別在本年8月
22日及 10月 16日舉行，共有41位高級文書主任及84位文書主任出席。

高級文書主任及文書主任茶聚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高級文書主任合照

22.8.2017

16.10.2017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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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職系處消息

職系 配額 職系 配額

文書主任 211 打字督導員 1

文書助理 175 機密檔案室助理 7

辦公室助理員 21 打字員 9

私人秘書 40 電話接線生 1

部門間調職申請

長期優良服務公費旅行獎勵計劃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7/2017號公布2017至2018年度長期優良服務公費旅行獎勵計劃的詳情。獎項配額以
每27名合資格人員給予一個配額的比率計算，文書及秘書職系在本年度共獲得465個配額，詳情如下：

截至2017年 11月 1日，共有2 478名文書職系同事及 165名秘書職系同事提出部門間調職申請。由2017
年3月 1日至2017年 10月31日期間，共有223名文書職系同事及 138名秘書職系同事獲安排調往其他部
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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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知所屬
局╱部門。謹此恭賀各得獎同事，並祝他們旅途愉快！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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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如果對職系通訊有任何意見，
歡迎以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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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 2530 2380

電郵： csbggocss@cs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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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天地」

「分享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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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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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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