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於去年10月11日

履新。李處長在上任半年時，接受三位

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的訪問，分享他的 

工作、對文書及秘書職系發展的看法、 

公餘愛好等。

文書及秘書職系是多功能的支援隊伍
李處長說上任至今，工作既充實又忙碌。除了每年的

內部資源分配工作外，緊接的行政主任職系晉升選

拔、以及與各大文書及秘書職系工會的一連串會議，

將日程表填得滿滿。他憶述從八十年代至今，隨着辦

公室電腦化及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文書及秘書

職系的職能經歷了不少變化。與此同時，持續擴展

的公共服務亦給予文書職系更大空間發揮所長，為市

民提供服務，在政府的團隊內扮演更大的角色。文書

及秘書職系現時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多功能的辦公室支

援隊伍，同事除了提供一般傳統的辦公室支援服務，

不少文書職系人員會被調配到一些前線崗位，直接向

市民提供櫃檯服務或協助處理市民提交的服務申請等

等。李處長認為，社會不斷進步，政府辦公室的運作

模式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形式也須與時並進，這是不

可逆轉的趨勢。文書及秘書職系在這個潮流中無可避

免亦須不時檢視本身的定位，把握機遇，持續鞏固作

為一支多功能辦公室支援隊伍的角色。面對這個大環

境，李處長鼓勵同事好好裝備自己，以配合社會以及

職系的發展。

激勵士氣  加強培訓
文書及秘書職系編制龐大，有逾27 000個職位。李

處長認為，職系遍布所有部門，前線管理工作要依

賴部門主任秘書，他感謝各部門主任秘書對同事的

關顧及指導，對維持員工士氣付出相當大的努力。

李處長除了與工會定期舉行會議，亦會不時安排茶聚

與文書職系同事會面，了解同事的工作情況。在茶聚

中，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可暢談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一般職系處亦可藉此聆聽同事

心聲，就同事關注的事宜交換意見，加強之間的了解

和互信，從而增加同事對職系團隊的歸屬感。

李處長亦非常關注文書及秘書職系的培訓工作。他

說：「要裝備同事，持續鞏固職系作為一支多功能支

援隊伍的功能，提供技能培訓是必需的。一般職系

處現時有一套恆常和全面的培訓計劃，為職系的同事

提供適切的培訓。計劃會定期更新，加入新的培訓

元素，切合同事的工作需要。」李處長認為，辦公室

工作技能的培訓固然重要，但同事處理逆境的技巧亦

不容忽視。他理解不少前線同事

在工作過程中需要面向不同階層

的巿民提供服務，在社會追求效

率和市民的訴求不斷增加的環境

下，同事在提供服務時難免會

遇到困難和碰上令人沮喪的時

刻。因此，好好裝備同事，讓

他們有足夠技巧和較高的心理

質素面對困難和管理自己的情

緒，將繼續是職系培訓工作

重要的一環。

經驗及知識傳承
李處長又指出，現時各辦公室均有很多近年聘請的文

書職系同事，他們較年輕，學歷普遍亦較高，在工作

上能否與資深的同事順利建立默契是一個值得關心的

人事管理問題。他說：「不同年齡組別及不同背景的

人走在一起共事，在磨合上出現一些小問題是正常不

一般職系處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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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就如父母與子女相處一樣，彼此都要付出努力，

認真體會對方的優點，認識自己的不足，從而克服溝

通上遇到的困難，學習相處的技巧。對於新舊輩合

作上或會出現的問題，我鼓勵同事要用同理心與人相

處，多花些時間和耐性了解對方的想法，調節自己的

心態，便能將矛盾化解。」

在經驗及知識傳承方面，李處長認為這並非今天才

出現的課題，經驗知識需要代代相傳。他以選舉事

務處的工作經驗為例，指出每逢選舉，一批同事便

會暫調該處工作。這些暫調的同事不少是第一次接

觸選舉，但已需要上前線工作，直接向市民提供服

務，面對的壓力確實不少。所以選舉事務處已逐步

建立了一套知識管理系統，盡可能將重要的作業程

序以文字或影像存檔，供新調派到該處的同事參

考。同樣地，為讓職系同事能更有效地執行工作，

發揮團隊的功能，我們鼓勵同事在各自的崗位建立

一套有系統的知識傳承機制，此舉對職系的持續發

展會有莫大裨益。同事可將每天發生的問題，具參

考價值的資料和工作的步驟記下，供繼任人參考。

當要接任無法面對面進行交接工作的崗位時，筆錄

的知識傳承便發揮作用。李處長留意到近年文書及

秘書職系的培訓計劃加入了「知識管理」課程，讓同

事接觸這個新概念，並學習相關技巧。

李處長認為每一代的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都在各自的

崗位上盡展所長，對部門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同事

們沒有自滿，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加倍努力完成崗位上

的工作外，更完善自己的角色及職能，務求做到精益

求精。李處長對每位同

事多年來在工作上的付

出予以肯定。

細味工作苦樂  
樂活健康人生
李處長與同事分享工作

多 年 的 體 會 。 現 今 的

社會步伐很快，生活節

奏急速，我們會容易忽

略很多身邊溜走的好東

西。他建議同事細味從 

辛勞的工作中所得到的收穫和滿足，或許能在工作 

的「苦」中嘗到一點「甘」。大家在工作時感受到壓力 

誠然在所難免，因此同事要找到合適自己的方法去面對

壓力。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各人會有不同的抗壓能力，

減壓方法也不一樣。例如年輕時有較多時間、空間和 

精力參與各項活動，較易通過這些活動排解壓力；隨着

年紀漸長，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同角色所需肩負的責任 

就更多，相對較難抽空參與年輕時享受的各種活動， 

或許需要尋找另一些活動去舒緩生活上的壓力。

李處長喜愛行山，因為在欣賞天地之大、山水之美

時，可開拓心靈和思考的空間；在傾聽流水、微風、

鳥語、蟲鳴等自然聲音時，心境又會回復平靜。現在

的生活縱然較過往忙碌，李處長也會抽時間參與行山

和進行緩步跑，因為對於他來說，運動始終是有效的

減壓良方。他偶爾會選擇做一些輕鬆簡單的活兒，

例如收拾整理舊物舊照，讓腦袋轉換思考位置之餘，

又能獲得滿足感。李處長也愛聽音樂，除了聽屬於自

己年代的音樂之外，也會嘗試欣賞兩名子女所推介的

流行曲目。李處長覺得減壓的方法因人而異，最重要

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活動或嗜好，幫助自己擺脫情緒困

擾，度過當下的困難時刻。當重新平衡心情再次投入

工作時，便更能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最後，告訴大家李處長的一個習慣。他愛在午飯後到

辦公室附近散步，輕鬆一下、舒展筋骨，並觀察不同

的人和物。所以大家可能常常在午飯時間於添馬公園

發現李處長的身影。

感謝李處長接受編輯小組的訪問，與一眾讀者分享

他在工作方面的理念和體會、個人愛好和對生活的

看法。

李處長與三位來自文書及秘書職系的記者們合照，他們分別是邱佩玲女士（右一）、劉啟泰先生（左一）和林振威先生（左二）及負責編輯的李盈女士（左三）和陳慧敏女士（右二）。

李處長與編輯小組在
添馬公園留影。 3



姓名 局/部門

陳麗麗女士 香港警務處

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

2016年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的遴選�

結果已於2016年10月公布，有1名高級私人

秘書晉升為私人助理，生效日期為2016年�

7月6日。

謹此恭賀以下1名晉升為私人助理的同事：

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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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

在署任期內表現理想，已於本年2月11日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

謹此恭賀以下8名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鄭可藍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張惠芳女士 律政司

香宇芬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許笴楺女士 民政事務局

姓名 局/部門/機構

李燕珊女士 創新及科技局

梁媛宜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廖如冰女士 創新科技署

冼佩珍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一般職系處於去年10月25日及本年3月29日，分別舉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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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及秘書職系晉升事宜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PDSM,�PMSM（左）、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
�（右）與晉升私人助理的陳麗麗女士（中）於頒發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中）、
首席行政主任（一般職系）盧德銘
先生（左一）、總行政主任（文書及
秘書職系）2�黃佩儀女士（右一）與
晉升高級私人秘書的廖如冰女士
�（左二）、李燕珊女士（左三）、�
鄭可藍女士（左四）、梁媛宜女士
�（左五）、許笴楺女士（右二）、�
冼佩珍女士（右三）、張惠芳女士
�（右四）和香宇芬女士（右五）於�
頒發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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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

27名二級私人秘書在2016年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中獲推薦署任一級私人秘書，以待實任，她們

在署任期內表現理想，分別已於本年2月至4月晉升為一級私人秘書。

謹此恭賀以下27名晉升為一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周秀嫻女士 司法機構

張映琼女士 民政事務局

蔣邦瓊女士 中央政策組

招惠賢女士 創新及科技局

馮偉英女士 衞生署

洪麗瑩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劉金鳳女士 投資推廣署

劉錦娥女士 法律援助署

劉美玉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劉慕芝女士 規劃署

劉詠好女士 創新及科技局

李麗鳴女士 律政司

李懿瑞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梁素珍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姓名 局/部門/機構

陸秋來女士 海事處

陸麗霞女士 環境局

吳淑媚女士 食物衞生局

潘燕琼女士 中央政策組

沈詠詩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蘇玉逑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黃麗紅女士 中央政策組

黃秀琼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余雪潔女士 創新科技署

茹嘉欣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黃巧雯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謝穎詩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黃潔華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

2016年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的遴選結果已於本年2月3日公布。在約3 800名符合晉升準則的

助理文書主任中，有381名在本年2月晉升為文書主任。

謹此恭賀以下381名晉升為文書主任的同事：

歐鳳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歐美玲女士 政府統計處
區慧儀女士 勞工處
歐陽思敏女士 消防處
陳寶芬女士 衞生署
陳智尾女士 政府統計處
陳志華女士 司法機構
陳展華先生 香港警務處
陳賽梅女士 稅務局

陳鳳祥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鳳明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鳳儀女士 律政司

陳家卿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陳家慧女士 政府統計處
陳啟明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金麗女士 香港海關
陳錦華先生 入境事務處

陳潔鳳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貴平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陳麗芬女士 消防處
陳麗芬女士 稅務局
陳麗卿女士 路政署
陳麗娥女士 香港海關
陳黎葶女士 公司註冊處
陳麗雲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陳文星先生 海事處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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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陳美芳女士 消防處
陳美霞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陳美嬌女士 庫務署
陳美玲女士 司法機構
陳美斯女士 教育局
陳敏玉女士 公司註冊處
陳寶平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秀珠女士 香港海關
陳秀娟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陳秀雲女士 司法機構
陳順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陳少華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詩敏女士 入境事務處
陳翠屏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陳偉聰先生 稅務局
陳慧嫻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偉雄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惠文先生 土地註冊處
陳詠欣女士 路政署
陳詠兒女士 入境事務處
陳𡞵賢女士 司法機構

陳婉玲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陳玉霞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玉娟女士 選舉事務處
陳玉儀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鄭少卿女士 土地註冊處
周慶祥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周佩儀女士 民眾安全服務處

梁鄭碧桃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鄭重基先生 衞生署
鄭鳳文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鳳娥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鄭鳳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麗勤女士 土地註冊處
鄭偉業先生 社會福利署
卓文輝先生 庫務署
卓芷諾女士 香港海關
張家輝先生 政府物流服務署
張嘉慧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張桂蘭女士 教育局
張麗珠女士 稅務局
張麗琴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
張麗英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張麗英女士 香港警務處
張麗容女士 政府統計處
張美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
張小燕女士 香港警務處
張子才先生 消防處
張惠花女士 律政司
張慧敏女士 入境事務處
張慧容女士 入境事務處
張幼蓮女士 勞工處
張綺芳女士 政府統計處
張元强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張月金女士 地政總署
張月媚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張月娥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張玉輝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張玉霞女士 衞生署

趙美玲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趙秀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江蔡桂芳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蔡笋清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莊素卿女士 渠務署

周翠薇女士 土地註冊處

周麗萍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周麗英女士 懲教署

周美玲女士 香港海關

周佩華女士 渠務署

周淑茵女士 衞生署

周惠真女士 社會福利署

鄒玉蘭女士 入境事務處

蔡湘怡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蔡慧珊女士 公司註冊處

朱少嫻女士 香港海關

鍾翠芳女士 地政總署

鍾嘉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鍾潔貞女士 司法機構

鍾麗貞女士 香港警務處
鍾麗芳女士 屋宇署
鍾詠嫻女士 司法機構
戴兆鵬先生 教育局
范綺倫女士 庫務署
方國毅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方麗碧女士 運輸署
方淑嫻女士 政府統計處

方惠娟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符�雅女士 水務署
馮秉基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馮佩珊女士 審計署
馮秀珍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馮淑貞女士 水務署
馮婉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
馮玉卿女士 勞工處
賈家寶女士 衞生署
吳嘉儀女士 工業貿易署
夏鳳芝女士 水務署
香秀蓉女士 香港警務處
何寶玉女士 創新及科技局
何小芬女士 香港警務處
何素儀女士 路政署
何慧荺女士 社會福利署
何恩賜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何燕玲女士 社會福利署
何婉姍女士 公司註冊處
何玉清女士 香港海關
杭小美女士 選舉事務處
許鳳冰女士 環境保護署
許妹妹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許子強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洪芬蘋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洪劍英女士 政府統計處

孔麗華女士 地政總署

洪舜貞女士 稅務局

葉錦江先生 運輸署

葉珮茵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葉大為先生 香港天文台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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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簡愛蓮女士 政府統計處
黎闕玉萍女士 消防處
喬巧章女士 地政總署
喬蘭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
江立強先生 律政司
關麗清女士 路政署
關美蘭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關秀貞女士 勞工處
關綺霞女士 機電工程署
郭志娟女士 運輸署
郭鳳儀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郭世嫻女士 香港警務處

郭燕芳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鄺浩然先生 律政司
黎燕芬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黎悅嫻女士 水務署
林紫佳女士 地政總署
林錦鳳女士 香港警務處
林桂英女士 勞工處
林麗鳳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林麗嬋女士 香港警務處
盧林美換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林梅珠女士 屋宇署
林佩美女士 運輸署
林秀華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林淑芬女士 衞生署
林順蘭女士 地政總署
林淑儀女士 司法機構
林惠貞女士 香港警務處
林惠群女士 司法機構
林綺蘭女士 香港警務處
林綺玲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林映芳女士 水務署
劉彩珠女士 司法機構
劉俊賢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劉見歡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劉健濂女士 土地註冊處
劉健民先生 海事處
劉健明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劉敬賢先生 衞生署
劉季昭先生 環境保護署

劉寶蓮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劉小婉女士 社會福利署
劉淑儀女士 土地註冊處
劉淑英女士 政府統計處

劉運蘭女士 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

劉燕玲女士 政府產業署
劉玉興女士 香港海關
羅巧玲女士 水務署
羅少霞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開根先生 司法機構
李文瀚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李��明先生 教育局
李尚慧女士 庫務署
李倩如女士 入境事務處

李小蘭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李雪群女士 消防處
李慧清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惠琼女士 工業貿易署
李惠玲女士 地政總署
李友娟女士 司法機構
李婉冰女士 司法機構

李玉芳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李玉霞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李玉萍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晶晶女士 工業貿易署
梁錦就先生 懲教署
梁金嫦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嘉妍女士 機電工程署
梁健珊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潔清女士 建築署
梁國基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梁美嫻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梁碧珍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梁寶蓮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梁佩芳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梁雪麗女士 郵政署

梁慧鈴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梁慧敏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梁恩慈女士 機電工程署
梁綺珍女士 勞工處
梁婉芬女士 稅務局
梁婉君女士 創新及科技局
梁月好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李靜輝先生 法律援助署
李劍梅女士 地政總署
李國華先生 衞生署
李雁冰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寶寶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珮娥女士 土地註冊處
李秀慧女士 屋宇署
李倩儀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李小清女士 路政署
李淑美女士 運輸署
李慧敏女士 社會福利署
李運娣女士 地政總署
李月兒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李育琪女士 社會福利署
凌喬奇先生 司法機構
聶麗芬女士 教育局
廖麗媚女士 入境事務處
廖秀眉女士 土地註冊處
廖玉鳳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盧礎偉先生 司法機構
盧俊豪先生 衞生署
羅銘斌先生 稅務局

羅偉明先生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雷紫燕女士 入境事務處
雷霏霏女士 司法機構
陸家文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陸佩卿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陸偉鴻先生 庫務署
陸偉明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陸燕容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馬國超先生 香港警務處
麥慧賢女士 政府統計處
麥燕群女士 香港警務處
文志國先生 運輸署
文健強先生 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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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雯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黃淑燕女士 香港警務處
黃敦蘭女士 地政總署
黃偉強先生 教育局
黃偉琼女士 規劃署
黃宏昌先生 工業貿易署
黃永鏘先生 水務署
王影娥女士 教育局

黃婉芳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黃玉珍女士 懲教署
黃玉燕女士 香港警務處
黃胡翠儀女士 教育局
胡詠詩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甄淑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
邱志華先生 運輸署
余遇蘭女士 建築署
楊麗清女士 稅務局

楊妙珍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楊雅儀女士 司法機構
楊玩卿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
易燕芳女士 律政司
嚴淑琼女士 香港警務處
葉彩鳳女士 香港警務處
葉家強先生 民航處
葉敏雄女士 屋宇署
葉雲清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葉煥蓮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姚秀芬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姚垂廣先生 懲教署

姚玉仙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余錦霞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
余金玉女士 司法機構
陳余美玲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余小燕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袁松泰先生 政府統計處
阮杏美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袁笑鳳女士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
郁愛群女士 政府統計處

唐佩雲女士 路政署
曾�丹女士 稅務局
曾麗英女士 地政總署
曾蓮芳女士 勞工處
曾玲玲女士 建築署
曾婉儀女士 衞生署
謝慧芬女士 機電工程署
單笑明女士 庫務署
曹素霞女士 香港警務處
蔡麗蓮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徐君誠先生 稅務局
崔坤儀女士 庫務署
徐雅慧女士 政府統計處
尹碧章女士 運輸署
王紫霞女士 教育局
黃俏容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黃彩霞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翠萍女士 消防處
黃家樂先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黃嘉雯女士 工業貿易署
黃家裕先生 香港警務處
黃啟文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貴珍女士 法律援助署
黃桂根先生 海事處
王麗晶女士 地政總署
黃麗娟女士 司法機構
黃麗影女士 香港天文台
黃文麗女士 消防處
王美蘭女士 政府統計處
王美華女士 懲教署
黃敏慧女士 庫務署
黃雁璇女士 創新科技署
黃愛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王佩英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黃秀珠女士 衞生署
黃淑儀女士 稅務局
黃淑燕女士 司法機構
黃善恩女士 香港警務處
王小玲女士 地政總署
王少英女士 教育局
黃雪嫻女士 社會福利署

文惠群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莫志文先生 政府產業署
莫堅仕先生 香港警務處
梅子建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金蘭女士 環境保護署
伍滿怡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伍仙韻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吳少芬女士 香港警務處
吳惠芳女士 土地註冊處
吳偉綿先生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吳玉珍女士 政府飛行服務隊
吳玉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玉燕女士 香港電台
潘金玉女士 機電工程署
潘潔冰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潘國樑先生 香港電台
潘美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潘茵琦女士 勞工處
潘燕馨女士 教育局
首月華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舒偉文先生 水務署
岑寶儀女士 庫務署
冼世舜先生 政府新聞處
冼偉光先生 庫務署
蕭寶山先生 司法機構
蕭惠芬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蕭惠娟女士 社會福利署
蘇迪忠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
蘇嘉麗女士 勞工處
蘇慧兒女士 民航處
蘇潤錦先生 運輸署
譚啟峰先生 香港海關
譚佩珊女士 司法機構
鄧紫薇女士 地政總署
鄧淑儀女士 水務署
鄧素婷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鄧慧玲女士 工業貿易署
鄧琬蓉女士 法律援助署
鄧玉琼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
杜翠嫻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姓名 局/部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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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堂練習和工作間的實踐，我們更能掌握於公務
活動中提供支援服務的要訣！」這是「活動支援及工作
禮儀」工作坊其中一位學員的心聲。

一般職系處於2017年1月舉辦了兩場工作坊，為約60名
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提供一系列有關活動籌備支援、
攝影、工作禮儀等的培訓。

「活動支援及工作禮儀」工作坊

對不少同事來說，參與和支援形形色色的公務活動，
包括接待來賓和傳媒、攝影、場地布置、臨場協調
等，是一項重大挑戰。為協助活動支援人員更深入�
了解有關工作，並增進他們的職場知識和技能以�
應付新工種的挑戰，一般職系處為文書及秘書職系
同事提供一天半的課堂培訓。

工作坊分為三節，內容涵蓋活動的前期準備工作、
物流布置、嘉賓安排、活動禮儀、顧客溝通技巧、
衣着儀容、基本攝影技巧、修圖軟件初階應用等課
題。學員可透過課堂上的遊戲、模擬場景的實習和
同事間的經驗分享，進一步掌握支援公務活動的必
要技能。透過在工作中實踐，同事將來定能應付各
項活動支援工作，協助部門成功籌辦活動。

學員進行模擬攝影

學員上課時專心聽講

導師詳細講解工作坊的目標

導師與學員分析課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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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市民對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意識日漸提高；而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在日常工作中，又經常要
接觸及處理大量市民及同事的個人資料。為了讓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認識和了解《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精神和原則，協助他們按該條例的要求妥善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一般職系處在2016/17年
度為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舉辦兩班為期半天的「處理工作間個人資料Dos�and�Don'ts」新課程。

這項課程由富法律及培訓經驗的導師主講，共有68名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參加。導師運用深入淺出
的方法，詳細闡釋法例的定義、保障範圍，以及六項保障個人資料的原則；並透過練習，讓學員更
清楚了解受該條例保障的個人資料。導師亦透過分享不同案例，包括涉及政府的個案，帶出在工作
間常見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問題，以及可取的處理方法。參加培訓的同事踴躍發問，積極參與課堂
討論，並互相分享在工作間處理個人資料時所遇到的情況及經驗，獲益良多。

處理工作間個人資料Dos�and�Don'ts

導師利用圖片講解，令學員更易明白和掌握有關內容。

學員用心聆聽導師講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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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鞏固大眾對誠信價值及肅貪工作的支持，�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現正展開「全城‧傳誠」全港大型
倡廉計劃。「全城‧傳誠」意思是凝聚「全城」力量，�

「傳」遞「誠」信的信息，更深層的意義是要將誠信文
化「傳承」到年輕下一代。

「全城‧傳誠」計劃於2015年底籌備及展開，已舉行過�
的大型活動包括活動啟動禮、標語及標記創作比賽、�

「廉政行動2016」電視劇集首映禮、在香港書展設置
「全城‧傳誠」攤位，以及「全城起動‧撐傳誠」綜合�
匯演等。計劃推出至今已經獲得超過100個機構的�

「全城‧傳誠」倡廉計劃

網上學習平台推廣誠信理念
此平台提供兩個網上學習課程及相關資訊，闡釋誠信管
理和知法守法的重要性。這個網上學習平台還提供查詢
及舉報貪污的方法。

內容簡介

兩個網上學習課程的主題分別為「提防貪污陷阱」及�
「管理職員操守」。「提防貪污陷阱」以兩個個案為例，�
引導學員須加倍小心，避免墮入貪污陷阱，並就如何處理
道德困境提供建議。「管理職員操守」則以個案為例，提醒
管理人員監管不力的後果。

有關誠信管理的另一個學習重點，是知法守法。�
「法與規」載列以下資料，�供公務員參閱：

‧《防止賄賂條例》中適用於公務員的條文

‧�普通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主要元素

‧�處理利益衝突的規定

學員在「誠信管理網上學習平台」完成每個課程後，可獲
得一百五十「易學分」。

立即登入

「公務員易學網」

https://www.clcplus.cstdi.gov.hk/

（部門資源區 > 廉政公署）

響應及支持，包括政府部門及商會、十八區區議
會、地區團體及志願機構等。

廉署相信要達致「全城‧傳誠」的效果，必須凝聚社會
各階層的力量。身為公務員團隊的一份子，更要身
體力行，秉持公務員的誠信文化，進一步將廉潔信
息傳承。廉署社區關係處一直致力向決策局及政府
部門提供倡廉教育，為方便公務員查閱有關誠信管
理的實用資料及最新資訊，廉政公署與公務員事務�
局合作，在「公務員易學網」推出「誠信管理網上�
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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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知識產權署文書主任
黃德權先生

商標編碼是什麼?

黃德權先生（TK）自1992年起在知識產權署工

作，至今已接近25年。他的主要工作是處理商標

申請，使用國際公約商標象形元素編碼系統，把

商標圖形進行編碼，利用編碼在部門的電腦系統

中進行檢索，找出其他人士已經註冊或申請註冊

的相同或類似的商標圖形，完成報告以作審查。

TK認為他的工作與一般文書主任的大致相同，

都是督導下屬處理文件檔案及其他文書工作，而

主要不同的地方，是要處理圖形檔案而非文字�

檔案。

最難忘的工作時刻

TK回憶起在2003年時，部門採用了新商標法及�

新電腦系統去處理商標註冊申請，同時計劃把�

文書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當時他要學習利用新

電腦系統處理商標申請，以及把自己的工作移交

外判公司。另一方面又要處理之前接獲的商標申

請的檔案，工作相當繁重。他當時以為當交接工

作完成後，便要離開所擔任的崗位，心情十分複

雜。最終部門修改外判工作範圍，讓TK及小部分

同事在有關組別繼續工作，服務市民。

TK在2016年�
獲頒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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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精明 (Work Smart)

多年來TK獲得部門不少獎項及

嘉許。他表示，無論處理任何

事情或工作，他必定會先行了

解事件的起因、經過及結果，

並認為此舉有助解決問題及�

困難，令工作得心應手。他坦

言，在知識產權署工作多年，

擔任過不同崗位，對部門運作

及處理商標申請有一定的認識

及了解。同時，其他同事如需�

要協助，他亦必定會幫忙。他

認為可能是這個原因，每當

部門舉辦員工選舉活動，上司及同事都會投他�

一票，令他可以獲獎或得到嘉許。TK在2016年

更獲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以表揚他持續�

紓緩壓力

面對日常繁重的工作，TK

喜歡以唱歌減壓，他認為

唱歌能帶給他平靜舒適的

感覺。除了參加歌唱班學

習唱歌技巧，他亦會偶爾參

與義務工作和社區探訪時表演�

唱歌，把歡樂帶給服務對象。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先生，JP（右）在2016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頒發典禮上
向TK頒發嘉許狀，表揚他多年來的卓越表現。

��2016年
公開表演

2015年�
參加懷舊金曲�

演唱會

優秀的工作表現，而TK亦非常感謝上司和同事對他

工作的認同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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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兼顧工作和訓練，實在相當辛苦。

每天下班後又要立即『上班』，基本上沒有

多少私人時間，但只要想起站在頒獎台上

的一刻，便覺一切都值得！」譚湜琛先生

(Sam)在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總部任職文

書助理，下班後搖身一變即成為輪椅劍擊運

動員。2012年，他於倫敦首次出戰殘疾人

奧運會便奪得個人重劍B級銀牌。今期編輯

小組專誠訪問Sam，了解他的奮鬥經歷。

編輯小組：編�����譚湜琛先生：Sam

編	 ：	你何時開始接觸劍擊運動？

Sam：	最初接觸劍擊運動是在2007年。當時從朋

友得悉，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

育協會為殘疾人士舉辦多種運動興趣班，

於是報名參加劍擊、射擊和乒乓球訓練，

最後選擇專攻劍擊。參加興趣班三個多月

後，教練推薦我到港隊接受常規訓練。我

的劍擊生涯就這樣展開。

編	 ：	你在劍擊訓練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Sam：	在受訓初期，體能限制是我要克服的最大

障礙。在個別指導環節，教練會要求我做

一系列指定動作。完成後，要再多次重複

動作以保持穩定水平。起初，我重複動作�

兩三次便要休息，休息時間甚至比真正�

訓練的時間還要長。後來與教練商討後，

我決定先用半年時間集中鍛鍊體能，然後

才正式開始劍擊訓練。

編	 ：	 你平時訓練有多頻密？每年大概參加多少場

賽事？

Sam：	每星期受訓五天，由晚上6時30分至10時，

在亞運、奧運等大型賽事前更要加強操練

以準備每年參加四至五場國際賽事。最難忘

的肯定是2012年倫敦殘奧會，那是我第一

次參與這類大型的運動會。出發前沒有想�

過會有什麼成績。在比賽中能夠由小組�

賽一路進入決賽，擊敗多名自己從未贏過�

的對手，實在意想不到！多年來付出的努力

和心血終於得到回報。踏上頒獎台的感覺，

確實美好而難忘！

在倫敦殘奧會獲頒
銀牌的一刻

體能限制是Sam要克服的最大障礙

14



編	 ：	太太對你有什麼影響？你認為夫妻間有何

相處之道？

Sam：	初相識時，太太已經是劍擊隊的大師姐。

當時我覺得要與她匹配便要有好成績，

所 以 十 分 努 力

練習，務求追上

她的水平，這目

標 給 了 我 很 大�

的動力。我認為

夫妻相處，首重

溝通。我本性沉�

默寡言，總是把想法藏在心底，容易引發�

誤會，捲入爭執。我很感激太太。從她身上

我學會溝通，大大改善了人際關係。她讓我

知道，願意溝通才可進一步了解對方。

編	 ：	 在劍擊方面有出色表現，你會感激哪些人？

Sam：	最感激的一定是父母和太太。當初身體遭

受重創，父母不辭勞苦到醫院照料；完成

療程後重投社會，太太一直在我身邊給予

支持。他們都是我這輩子最感激的人！

編	 ：	你在2014年獲選為十大再生勇士，你認為

面對逆境時，應抱持什麼態度？

Sam：	路一直都在，只要不放棄，一定會找到一

條適合自己的。我從來沒有把自己坐輪椅

的情況視為逆境，反而覺得是一種體驗，

豐富了我的人生！

編	 ：	未來日子你有什麼訓練或比賽計劃？

Sam：	自2016年巴西殘奧會後，我還處於調適階

段，短期目標是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為

香港贏取獎牌。

結語
Sam在少年時期受傷後，並無受負面思想影響而

自暴自棄。相反，他選擇離開避風港，衝破肢體障

礙，在劍擊路上肯定自己的價值，為港爭光，並覓

得真愛。他的經歷讓我們明白，只要態度正面，即

使遇上天大困難，最後必有收穫，甚至活出更精彩

的人生。編輯小組祝願Sam與太太繼續互相扶持，

未來出賽遇強愈強，為香港多添榮譽！

編	 ：	除了劍擊，你還有其他興趣嗎？

Sam：	我很愛看電影，經常和太太到戲院欣賞最

新上映的影片，又或留在家中看影碟。全情

投入電影情節，可以暫時忘記煩惱。

編	 ：	為何選擇加入政府？

Sam：	因為政府能為求職者提供平等機會，按他

們的能力及面試表現進行評核，甄選過程

不會受身體殘疾或其他因素影響。

編	 ：	你現時在警務處做的是什麼工作？你享受

這份職業嗎？

Sam：	目前主要工作是協助把檔案分類和存檔，

以及替上司整合其他分區警署發過來的回

覆電郵。我很喜歡現時的工作環境，與同

事合作無間，將來從運動場上退下來後希

望沿公僕階梯再晉一級，循內部聘任或公

開招聘途徑投考助理文書主任職位。

編	 ：	你太太陳蕊莊女士也是劍擊運動員，可否

說說你們如何相識和走在一起？

Sam：	我是在劍擊興趣班與太太認識的。她是興

趣班的客席教練，當時已是數屆殘奧會的

金牌得主。每逢星期六下課後教練會與學

員晚飯聯誼，久而久之，一羣人的飯局

漸漸變成兩個人的約會。我加入港隊後，

與她見面的時間更長，很快發展成情侶。

可能由於我們都是輪椅運動員，有共同話

題，時而細說生活點滴，時而交流劍擊技

術，自自然然的便成為一對。

Sam在多項大型國際賽事奪得獎牌

太太是Sam的奮鬥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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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喜歡製作袖珍藝術品？
� 我從小就喜歡砌模型，小時候受日本動畫影

響，不時會購買機械人模型。由於零用錢有
限，很多時候我要儲蓄一段長時間才能買到一
盒質素一般卻並非自己首選的小模型。當我偶
爾在商場看到擺放了機械人模型的場景，便很
羨慕別人有能力把它們造得那麼精細。

� 你從何時開始接觸袖珍藝術品製作？是在什麽
情況下接觸到的？

� 我十多年前到台北袖珍博物館參觀，看見精緻
的展品，大為驚歎。那些作品雖然細小，但比
例及細節都很完美。當時我十分渴望能製作出
像真度達七八成的作品。回家後，我便努力搜
尋相關資料，起初先到袖珍模型工作坊學習製
作方法。後來，我想嘗試自行製作，但當時在
香港找到的資料相當有限，只好購買日文書籍
和雜誌參考。由於我不懂日文，因此只能靠圖
片猜想製作方法。

編輯小組：��編������趙家輝先生：��趙

編

趙

懷舊車仔檔、中國茶坊、壽司店⋯⋯各位對這些食
肆的實境並不陌生。不過，若這些店舖及店內的物
品全部縮小了，變成袖珍藝術品(miniature)，是否很
趣緻?�衞生署的助理文書主任趙家輝先生兒時愛上日
本機械人模型，對細緻的東西特別感興趣。十多年
前，他參觀過位於台北的袖珍博物館，被精巧的袖
珍藝術品深深吸引。其後，他決心要親手製作自己
的藝術品。以下是趙先生的分享：

袖珍藝術品

� 製作袖珍藝術品有什麼技巧或竅門？
� 製作袖珍藝術品的關鍵在於細心。由最初構思

開始，每個部分都需要仔細耐心地設計擺位及
計算比例，尤其要小心計算尺寸，避免出現偏
差。由於我的袖珍作品大部分材料都是木材，
切割組件時須加倍小心。即使只是少許差異，
也會導致比例不均或組件位置不當，影響整體
觀感，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另外，食物模型塗
上仿真水，像真度會提高。

� 哪些袖珍藝術品是你較喜愛或覺得較特別的？
可否用照片介紹一下其特點及解釋喜愛的原因？

� 就讓我向大家介紹一下五款以食肆為主題的袖
珍藝術品。

潮州打冷店：另一類香港特式店舖，我亦時常光顧，可惜

現在已不常見。

壽司店：我最喜愛的食店之一。我 偏 愛 這 種 較 傳 統 的 日 式 壽 司店，雖然座位數目不多，但客人會倍感親切。

日本和室：以前我很愛看日劇，

覺得日本人的住屋很特別，尤其

是和室，一直想參照和室裝修自

己的居所，但後來發現在現實中

難以實踐，故只好製作袖珍和室

來滿足願望。

茶坊：我喜愛舊式店舖，
亦喜歡品茗，所以親手製
作茶坊模型。製作過程雖
然複雜，但完成後我很有
滿足感，尤其滿意用麵粉
黏土製造的紫砂茶壼。(材
料主要為木板，切割組件
時要很小心，我也曾好幾
次失手。�)

編

趙

編

趙

編

趙

車仔檔：懷舊糖葱薄餅和花
生糖是我兒時至今都很喜愛
的零食，現在卻不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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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助理晉升高級私人助理 
本處於2017年5月8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高級私人助理晉升遴選。遴選面試於2017年7月下旬 
舉行。

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 
本處於2017年5月8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私人助理晉升遴選。遴選面試於2017年7月下旬舉行。

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本處於2017年4月24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高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將於2017年7月 
上旬舉行。

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 
本處於2017年2月14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已於2017年4月10日
至5月5日舉行。

機密檔案室助理晉升高級機密檔案室助理 
本處於2017年5月15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高級機密檔案室助理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將於2017年 
6月下旬舉行。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2016年晉升遴選工作已經完成。在224名出席遴選面試的文書主任中，有82名獲推薦署任高級文書主任 
6個月以待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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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測驗（包括中文及英文文書處理速度測驗及一般商業電腦軟件 
Microsoft Word及Excel應用知識測驗）已於2017年4月中完成，而遴選面試則預計於6月完成。截至 
2017年5月5日，約有900人獲發聘書，約有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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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測驗（包括中文及英文文書處理速度測驗及一般商業電腦軟件
Microsoft Word及Excel應用知識測驗）已於2016年3月完成，而遴選面試則預計於2017年7月完成。 
截至2017年5月5日，約有1000人獲發聘書，約有520人上任。

晉升遴選工作

公開招聘計劃

1

2

17



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計劃
2016年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計劃，共有363名文書助理獲推薦轉任為助理文書主任。接受聘任的 
361人已經全部上任。

在職轉任文書助理計劃 
2016年在職轉任文書助理計劃，共有23位辦公室助理員獲推薦轉任為文書助理。接受聘任的23人已經
全部上任。

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計劃 
2016年在職轉任二級私人秘書計劃於2016年12月5日推出，邀請合資格的在職高級打字員、打字員和
文書助理申請轉任二級私人秘書。二級私人秘書中、英文資格檢定考試及技能測驗已分別於2017年 
2月4日及2月15至17日舉行，遴選面試亦已於3月27日至4月6日舉行。遴選結果預計於同年9月公布。

在職轉任機密檔案室助理計劃 
2016年在職轉任機密檔案室助理計劃於2016年6月推出，共8名秘書及文書職系同事獲推薦轉任機密 
檔案室助理，另有48名同事列入備取名單。處方會安排相關同事轉任機密檔案室助理以填補空缺。

文書及秘書職系在職轉任計劃3

截至2017年3月1日，共有2 188名文書職系同事及166名秘書職系同事提出部門間調職申請。在2016年 
9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間，共有583名文書職系同事及100名秘書職系同事獲安排調任往其他部門 
工作。

部門間調職申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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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珮茵女士於本年5月接替黃霆茵女士，擔任行政主任 
 （文書及秘書職系）22的職位。

人事調動6
程珮茵女士

為進一步加強與文書主任的溝通及多聽取前線同事的意見，處方繼續安排與不同部門的文書主任以茶聚
方式會面。第三及四次茶聚已分別在2017年3月29日及5月5日舉行，共有188位文書主任出席。

文書主任茶聚5

處方一向重視各文書主任在管理、督導及培訓文書職系同事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茶聚中，一般職
系處長李柏康先生及處方其他負責文書職系管理的人員藉此溝通機會，加深了解同事的工作情況及聆聽
同事面對的挑戰，而各文書主任亦可藉此茶聚認識其他同事和交流工作上的經驗及心得。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

29.3.2017

5.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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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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bggocss@csb.gov.hk

2530	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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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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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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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