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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及秘書職系晉升事宜

謹此恭賀以下2名晉升為高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姓名 部門

陳麗珊女士 法律援助署
黃慧敏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一般職系處於本年5月11日舉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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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陳滿芳女士 發展局

陳寶玲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陳秀珠女士 食物及生局

陳婉儀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張翠蘭女士 政府統計處

張美玲女士 民航處

蔡潔媚女士 稅務局

高慧英女士 司法機構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鄺琳女士 律政司

林錦敏女士 發展局

劉惠鈴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羅麗敏女士 選舉事務處

李芳女士 香港海關

曾藹心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黃璟琳女士 行政長官辦公室

黃美蘭女士 律政司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黃媚婷女士 教育局

黃瑞莉女士 發展局

黃雪麗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王慧芳女士 知識產權署

余慧敏女士 創新及科技局

袁惠珠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

22名二級私人秘書在2017年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中獲推薦署任一級私人秘書六個月以待實任，她們在署任期內 

表現理想，已於本年3月晉升為一級私人秘書。

謹此恭賀以下22名晉升為一級私人秘書的同事：

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2名一級私人秘書在2017年的高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

中獲推薦署任高級私人秘書六個月以待實任，她們

在署任期內表現理想，已於本年4月晉升為高級私人

秘書。

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昌先生（右三）、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女士（左二）、 
一般職系處長李柏康先生（右二）、 
首席行政主任（一般職系）盧德銘先生 

（右一）、總行政主任（文書及秘書職系）2
黃佩儀女士（左一）與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的陳麗珊女士（中）和黃慧敏女士（左三）
於頒發升職信的儀式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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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區捷敏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區愛瓊女士 生署
區慧玲女士 屋宇署
區惠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區有才先生 入境事務處
區業昌先生 庫務署
歐苑薇女士 勞工處
歐陽麗貞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陳智豪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志安女士 香港海關
陳靜嫻女士 政府統計處
陳鳳女士 庫務署
陳興莉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陳漢傑先生 郵政署
陳家琪女士 機電工程署
陳家儀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陳錦萍女士 香港警務處

陳珠女士 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

陳潔芬女士 地政總署
陳國基先生 社會福利署
陳麗芳女士 社會福利署
陳曼倩女士 入境事務處
葉陳敏宜女士 政府統計處
陳美寶女士 社會福利署
陳美枝女士 勞工處
陳美好女士 入境事務處
陳美娟女士 香港警務處
陳美玲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陳妙玲女士 社會福利署
陳碧儀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陳秀樺女士 水務署
陳笑瑜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陳淑芬女士 法律援助署
陳淑儀女士 勞工處
陳詩詩女士 食物及生局
陳庭恩女士 社會福利署
陳惠貞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陳惠賢女士 法律援助署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陳惠玲女士 香港警務處
陳詠蘭女士 教育局
陳詠詩女士 生署
陳婉冰女士 政府產業署
陳玉珠女士 稅務局
陳玉萍女士 民航處
張菁菁女士 機電工程署
周麗珍女士 勞工處
周妙珍女士 地政總署
陳佳鵬先生 香港警務處
陳彩雲女士 庫務署
陳國花女士 香港海關
鄭肖梅女士 香港警務處
鄭宗喬女士 破產管理署
鄭嘉儀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鄭名斌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鄭寶珍女士 地政總署
鄭少華先生 公務員事務局
鄭子禧先生 稅務局
卓小琴女士 選舉事務處
張秋雲女士 香港警務處
張翠月女士 土地註冊處
張頌珊女士 懲教署
張凱茵女士 社會福利署
張蓮珍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張美玉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張少珍女士 庫務署
張小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慧貞女士 香港警務處

張慧珠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
助事務處

張詠妍女士 公司註冊處
鄭卓妍女士 教育局
蔣德怡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戚美玲女士 海事處
植美儀女士 生署
錢慧茵女士 政府產業署
趙麗珠女士 香港警務處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招美賢女士 教育局
趙士秋先生 律政司

趙有霞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趙燕玲女士 香港警務處
趙玉珍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蔡錦麗女士 建築署
蔡秀荷女士 水務署
蔡笑微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蔡宇碧女士 社會福利署
周儷儀女士 入境事務處
周明珠女士 香港警務處
周玉珍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周玉玲女士 土地註冊處
朱愛麗女士 工業貿易署
朱艷娥女士 地政總署

朱月明女士 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

蔡雅莉女士 土地註冊處
鍾芷珊女士 司法機構
鍾蜜權女士 破產管理署
鍾愛娟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鍾佩恩女士 發展局
鍾慧玲女士 路政署
鍾玉霞女士 機電工程署
范健文先生 生署
范佩雯女士 運輸署
方麗萍女士 香港電台
方婉芳女士 司法機構
馮靜嫺女士 律政司
馮潔儀女士 地政總署
馮美英女士 香港警務處
馮鳴欣女士 政府產業署

馮小雄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馮淑芬女士 香港警務處
馮燕雲女士 香港警務處

夏潔兒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

2017年助理文書主任晉升文書主任的遴選結果已於2017年12月22日公布。在約3 400名符合晉升準則的助理 

文書主任中，有365名在本年1月起晉升為文書主任。

謹此恭賀以下365名晉升為文書主任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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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何志明先生 消防處
何家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何桂霞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何麗貞女士 屋宇署
何麗芳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何倩雯女士 社會福利署
何素玲女士 司法機構

何紫馨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何耀輝先生 生署
康翠琴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許健偉先生 香港警務處
許麗莎女士 法律援助署
吳許美裳女士 建築署
許美如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許慰慈女士 水務署
許綺萍女士 庫務署
洪火旺先生 司法機構
洪美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孔嫦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葉轉美女士 屋宇署
姚德明先生 香港警務處
江淑貞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高寶燕女士 地政總署
高若望先生 食物環境生署
江佩芬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顧曄女士 工業貿易署
顧曉靜女士 地政總署
黎關展平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關佩女士 審計署
關詠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關綺芬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郭嘉雯女士 香港警務處
郭桂蓮女士 香港警務處

郭慕芳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郭惠紅女士 香港警務處
郭玉菊女士 工業貿易署
鄺麗萍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
鄺炳權先生 運輸署
黎嘉盈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黎嘉儀女士 生署
黎淑儀女士 教育局
黎韻詩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林嘉慧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林麗怡女士 香港警務處
林寶蓮女士 政府統計處
林葆誼女士 水務署
林沛麗女士 地政總署
林佩瑜女士 屋宇署
林秀彩女士 地政總署
林秀娟女士 庫務署
林素琴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林雪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林玉婷女士 政府統計處
劉楚娟女士 教育局
劉駿賢先生 懲教署
柳潔玲女士 工業貿易署
劉港貞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劉港美女士 司法機構
劉美珍女士 香港警務處
劉少萍女士 屋宇署
劉淑鳳女士 機電工程署
劉燕龍先生 庫務署
鄧劉婉玲女士 政府飛行服務隊
劉玉媚女士 屋宇署
羅定慧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羅若菁女士 香港海關
李卓南先生 香港警務處
李靜儀女士 水務署
李漢蓮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家明先生 香港警務處
李嘉慧女士 選舉事務處
李國眉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文忠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美貞女士 社會福利署
李美璀女士 屋宇署
李佩珩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李淑芬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李淑芬女士 教育局
李淑儀女士 消防處
李偉強先生 環境保護署
李永奇先生 規劃署
梁志明先生 建築署
梁彩鸞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秋霞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鳳微女士 地政總署
梁建文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君玉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敏儀女士 生署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梁美鳳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梁靄儀女士 水務署
梁佩珊女士 水務署
梁德萍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惠蓮女士 土地註冊處
蔡梁綺媚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梁婉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梁玉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愷敏女士 環境保護署
李學平先生 環境保護署
李潔玲女士 工業貿易署
李國明先生 政府物流服務署
李文輝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敏慧女士 運輸署
李佩華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
李秀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李順清女士 勞工處
李渭柵女士 民眾安全服務處
李慧兒女士 香港警務處
李詠詩女士 地政總署
李玉鳳女士 社會福利署
李玉蓮女士 香港警務處
凌嘉倩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凌國華先生 香港海關
凌佩枝女士 入境事務處
廖志陽先生 勞工處
廖麗雲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
羅亞蓮女士 環境保護署
盧健成先生 破產管理署
盧秀玲女士 機電工程署
羅成歡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勞笑霞女士 社會福利署
羅少玉女士 海事處
羅瑞明女士 社會福利署
盧婷芳女士 勞工處
盧慧芳女士 土地註冊處
盧玉瑩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駱文燕女士 勞工處
葛偉強先生 香港警務處
呂燕華女士 庫務署
陸笑珍女士 香港警務處

馬萬儀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馬玉玲女士 勞工處
麥宗明先生 勞工及褔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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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麥小菁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麥運好女士 入境事務處
麥婉文女士 教育局
文紫華女士 海事處
文麗兒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巫綺蓮女士 消防處
莫偉雄先生 食物環境生署
莫玉青女士 香港海關
毛敏清女士 消防處
吳彩鳳女士 土地註冊處
吳楚珊女士 稅務局
黃春影女士 生署
吳麗冰女士 水務署

吳麗萍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伍露晶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伍美美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吳碧儀女士 生署
吳碧綺女士 庫務署
吳寶珠女士 地政總署
吳淑貞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吳淑珍女士 庫務署
吳惠芳女士 香港警務處
吳玉芬女士 勞工處
吳育媚女士 勞工及褔利局
彭少芳女士 工業貿易署
梁潘潔貞女士 環境保護署
潘麗婷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沈嘉鴻先生 司法機構
蕭劍蘭女士 勞工處
薛敏玲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蕭志順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蕭建坤先生 香港警務處
蕭亮麒先生 懲教署
蕭妙容女士 香港警務處
蕭月嫦女士 教育局
蘇志根先生 教育局

蘇秀英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蘇小慧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蘇如虹女士 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

蘇月華女士 公務員事務局
蘇潤和先生 司法機構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沈佩詩女士 民航處
戴欣娜女士 地政總署
譚麗雲女士 土地註冊處
譚秀英女士 工業貿易署

譚惠嫺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譚詠好女士 司法機構

譚永宜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譚耀民先生 入境事務處
鄧吉盛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鄧敏儀女士 地政總署
鄧美玲女士 稅務局
鄧淑儀女士 政府統計處
鄧偉紅女士 環境保護署
鄧燕菁女士 香港警務處
鄧月欣女士 司法機構
鄧玉英女士 生署
杜麗霞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唐麗梅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唐銀英女士 建築署
唐小玲女士 路政署
曾千山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曾凱燕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曾佩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曾思慧女士 地政總署
曾潤華先生 水務署
謝重陽先生 社會福利署

謝嘉儀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謝美英女士 發展局
謝明慧女士 教育局
謝偉芬女士 消防處
謝偉明先生 社會福利署
錢愛蓮女士 香港警務處
蔡龍雅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徐小雯女士 民航處
徐玉媚女士 地政總署
淑珊女士 地政總署
衛燕茵女士 地政總署
溫冠春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尹愛珍女士 教育局
黃香蘭女士 公司註冊處
黃香璇女士 破產管理署

姓名 局 / 部門 / 機構

黃合笑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黃嘉莉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菊美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麗芬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黃麗芳女士 勞工處
黃麗玲女士 法律援助署
王來敬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王美芝女士 土地註冊處
王美芳女士 地政總署
黃妙燕女士 生署
王佩英女士 建築署
馮王秀女士 環境保護署
黃素華女士 入境事務處
黃素瑩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王偉章先生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黃詠詩女士 屋宇署
黃若如女士 生署
黃綺薇女士 政府統計處
黃玉如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嫣紅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胡國明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殷桂芳女士 消防處
甄綺媚女士 食物環境生署

游彩蓮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邱家華女士 香港警務處
楊衡先生 稅務局
楊麗萍女士 稅務局
楊文輝先生 機電工程署

楊美開女士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楊少娟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
楊偉嬋女士 路政署
楊燕清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嚴永鏘先生 香港警務處
葉綺雯女士 香港警務處
姚偉樂先生 勞工處
姚偉文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梅饒月明女士 屋宇署
余麗貞女士 差餉物業估價署
袁寶蓮女士 司法機構
袁月華女士 地政總署
翁惠明女士 司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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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核報告撰寫技巧－混合式英文寫作課程」
與「評核報告撰寫技巧－中文寫作課程」
 「評核報告撰寫技巧－混合式英文寫作課程」
與「評核報告撰寫技巧－中文寫作課程」
 「評核報告撰寫技巧－混合式英文寫作課程」
與「評核報告撰寫技巧－中文寫作課程」

一般職系處提供多個有關工作表現管理的培訓課

程，包括為期兩天的「評核報告撰寫技巧－混合式

英文寫作課程」及「評核報告撰寫技巧－中文寫作

課程」，以增進文書及秘書職系人員撰寫評核報告

的知識。這兩個課程旨在協助學員提升英文或中文

寫作技巧，撰寫內容充實的評核報告。

課程導師會向學員講解撰寫評核報告的原則，並重

點分析評核報告常見的毛病，又會指導學員運用有

系統的方法評核下屬的工作表現，撰寫內容客觀和

言詞達意的評核報告。此外，課程還附設各類寫作

練習，以提升學員的英文或中文寫作能力，使他們

撰寫評核報告時更得心應手。

學員都表示課程內容全面，涵蓋撰寫原則和內容要

求，令他們獲益良多。他們學會怎樣根據評核期內

既定的工作目標及評核準則來評定受評人的工作表

現，學到更多關於工作表現管理的知識和撰寫評核

報告的實用用語。一般職系處會繼續為文書及秘書

職系人員舉辦這兩個課程。

小貼士：評核報告常見的毛病

內容方面：

✗ 就受評人的性格作出過度或不必要的判斷，而忽略工作表現

✗ 假定受評人在試用期內的工作表現評級不應或不能高於「常」

✗ 撰寫的內容與工作要求無關

✗ 集中記錄新近發生的事情， 而忽略整體的工作表現

✗ 只就某件事作出判斷，又或只作判斷而沒有例證

撰寫技巧方面：

✗ 評核人態度消極

✗ 語意含糊

✗ 不合邏輯

✗ 組織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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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在日常工作中經常要使用辦公

室電腦軟件。除了用Word處理文書工作外，很多同

事亦需使用Excel處理資料和運算。隨着辦公室電腦

軟件不斷更新，一般職系處於2017-18年度，為文

書及秘書職系舉辦了全新的「中文MS Excel 2013（初

階）工作坊」，協助同事掌握運用 Excel 的基本技巧和

認識新版本的增設功能。

在為期一天的工作坊中，導師以輕鬆及循序漸進的

方法，向學員介紹Excel 2013的基本和新增功能。通

過導師講解、助教從旁協助和大量課堂練習，學員

學會如何修改工作表和活頁簿、更改儲存格的文字

設定格式、建立不同類型的圖表等。與此同時，課

程亦教授使用篩選資料功能的要訣、工作表內資料

的不同排序方法、十項最常用的公式和函數等。導

師除了傳授應用技巧外，更分享了不少個人心得，

例如快速鍵的運用。學員均認為這些竅門十分實

用，讓他們處理大量數據及運算時，更得心應手。

同事在完成一天的初階課程後，已在一定程度上掌

握如何使用Excel軟件處理資料數據。相信在課堂上

學懂的技巧能有助他們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中文 MS Excel 2013
 （初階）工作坊
中文 MS Excel 2013
 （初階）工作坊
中文 MS Excel 2013中文 MS Excel 2013
 （初階）工作坊

學員專心地上課，學習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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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用電腦要休息 伸展運動你要識

長時間維持同一操作姿勢，是導致使用電腦後覺得

不適的原因之一，所以在適當時候休息是十分重

要。這裡所指的「休息」並不一定是完全停止工

作，若能進行使用電腦以外的其他工作亦可，例如

你有否試過在長時間使用電腦之後，覺得頸背或手部肌肉疲倦

甚至疼痛？又或者覺得眼睛十分疲勞？文職人員在日常工作中

常常「機不離手」，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以上情況，舒適

快樂地放工回家？

整理文件或開會等，因為重點是要讓身體有機會進

行其他動作，而不用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當然，

若能再加上進行簡單的伸展運動，可輕鬆達至舒緩

身體的效果：

頸部伸展

1. 頭部慢慢移向右方，直至
左頸側感到輕微拉扯，
維持10秒。

2. 再慢慢移向左方，直至右
頸側感到輕微拉扯，維持
10秒。

3. 頭部再慢慢向下，直至頸
後感到輕微拉扯，維持
10秒。

4. 重複以上動作3次。

眼部運動

眼球順時針方向轉，分8個位
置轉動，每個位置停3秒；然
後逆時針方向轉，每個位置
停3秒。

肩膊及上背伸展

左手伸直並橫置於胸前，右手
前臂緊扣左手手肘位置，向
胸口施壓直至左肩膊感到輕微
拉扯，維持10秒，再進行右
手伸展。重複以上動作3次。

上背及手臂運動

坐於椅上，身體挺直，雙手
互扣，掌心向上，雙手向上
伸，直至上背及手臂感到輕
微拉扯，維持10秒。重複以
上動作3次。

腰側伸展運動

坐於椅上，雙手扶著椅邊作
固定，身體慢慢向右轉，直
至左腰側感到輕微拉扯，維
持10秒。再進行右腰側伸
展。重複以上伸展3次。

大腿後伸展運動

坐於椅上，左腳伸直，
腳尖向上，雙手重疊並
向左腳尖方向前伸，直
至大腿後感到輕微拉
扯，維持10秒。再進行
右大腿伸展。重複以上
伸展3次。

肩膊轉動

肩向前轉一圈，放鬆；然後
向後轉一圈，放鬆。重複動
作三次。

資訊由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

工作間的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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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財先生(Wallace)於2016年退休，退休前於在職

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擔任高級文書主任。在計劃

退休生活時，Wallace希望一方面多陪伴家人，另一

方面繼續工作，與社會保持聯繫。PRSC計劃正切合

他的理想退休生活模式，所以計劃一推出，他就立

即遞交登記表格，由2017年8月起開展他的「教師」

工作。Wallace表示，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得到不少

上司和下屬啓發，獲益良多，所以亦希望與他人分

享經驗。

Wallace過往曾於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擔任助理 

文書主任及文書主任。在民安隊的日子，他有機會 

接觸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行政職務(例如檔案 

管理)、為民安隊隊員提供支援服務，以及人事方面

的工作(例如招聘和培訓成人及少年團團員、協助 

處理各級人員職位調派及升遷、工傷個案及退休 

事宜等)。Wallace涉獵的文書工作範疇甚廣，故可 

分享的有趣「實戰」經驗甚多。

專訪參加「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的 

文書職系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於2015年11月推出「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PRSC計劃)，各局／部門可以 

合約形式聘用退休公務員，以及正在放取退休前休假並即將退休的公務員。此舉既可 

讓局／部門應付服務需要，也可善用人力資源以利便專門知識或經驗傳承；與此同時， 

通過靈活調撥人力資源，可確保高水平的服務質素、效率及成本效益。編輯小組邀請了 

一般職系培訓及發展組兩位同事，與我們分享通過PRSC計劃繼續受聘的體會。

黃進財先生
(Wallace)

現時，他除了擔任文書職系新入職人員導引課程的

導師，負責培訓和與學員分享工作經驗之外，亦在 

管理技巧發展課程中，向新晉升文書主任及機密 

檔案室高級助理的同事傳授管理技巧，並就課程 

發展提供支援。

Wallace在現時的崗位有很多接觸新入職同事的機

會。由於新入職同事一般都學歷較高，在學生時期

已學過不少人事管理理論，因此他調節教學模式， 

多以實例分享個人工作經驗，鼓勵同事們多親力 

親為，工作上有適當分工之餘亦要注重團隊精神。

他舉例說，他任職民安隊期間，因為想接受新挑戰

而同意調任部門運輸組。雖然要努力適應新工作和

新同事，但他從不氣餒，反而積極與新同事建立 

同舟共濟的關係。他不但成功考獲政府車輛駕駛 

執照，以親身體會政府司機的日常工作和困難， 

又與司機同事一起前往機電工程署執勤，讓同事 

了解他如何跟其他部門的人員溝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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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導師，Wallace在課堂上經常鼓勵同事發言及 

發問，以加強互動溝通，令同事更投入學習。他笑言 

現今已不能用單向傳授知識這種傳統授課模式，反而 

要主動融入同事的世界，以示尊重。他舉例說，有時

新同事會直呼他的英文名字而不是稱呼他「阿Sir」，

感覺更加親切。他經常勉勵新入職的同事，遇到困難 

最重要是不恥下問，多向上司及同事請教；要好好 

把握機會，發揮自己所長；為事業發展訂定清晰方向

及長遠計劃，不要因為一時的逆境而輕易放棄。

至於和較資深的同事，又有什麼可以分享？Wallace

指他較常與文書主任和機密檔案室高級助理分享 

管理經驗。管理方法要隨時代而轉變，現時管理 

下屬不可單靠權力，也講求和諧溝通及互相尊重。

此外，Wallace亦經常提醒同事不要小看文書職系

的工作，因為同事不單提供支援，更重要的是為

上司把關，協助辧公室暢順運作。他也鼓勵同事在 

工作中尋找滿足感，因為這其實比薪金更加能夠 

維持自己對工作的熱誠。

Wallace自言很慶幸參加了PRSC計劃，因為這份 

工作既可讓他跟社會保持聯繫，也讓他為子女樹立

榜樣，示範如何在工作中繼續力求進步和勇於接受 

新挑戰。為了能勝任這份工作，Wallace繼續邊做 

邊學，努力搜集資料和學習新事物，以了解同事所

關注的問題。此外，工作時認識和接觸新同事亦 

給予他很多啓示，令他明白到要主動認識新世代、

理解新思維和學習跟他們相處。最後，Wallace表

示，他可通過現時的工作以生命影響生命。舉例

說，導引課程結束前，同事會收到職位調派通知， 

這時往往有同事會對新工作及新環境有所憂慮， 

他會鼓勵同事從多角度思考，積極面對，接受新 

工作。對他本人來說，退休後繼續工作亦有利於 

身心健康，並能繼續貢獻社會，令退休生活更充實

及有意義。

Roberta退休前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擔任高級文書主任。她在2015年

退休後利用空餘時間修讀養生、中醫等課程，以增進知識，照顧自己

和家人。她亦參與義務工作，並學習耕種和書法，退休生活可謂十分

充實。當被問到為何參加PRSC計劃時，Roberta說是因過往工作時

得到不少前輩指點，她想趁這機會跟同事分享工作知識和經驗，讓他

們少走一些「冤枉路」，減少碰壁。

PRSC計劃讓同事寶貴的工作經驗得以承傳，對同事

的個人成長，以至部門的運作及整個職系的發展都

大有裨益。以下介紹的，是另一位參加PRSC計劃的

同事楊玉蘭女士(Roberta)。

楊玉蘭女士
(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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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a曾在不同部門任職，涉獵多個範疇的工作， 

包括於入境事務處擔當前線櫃台工作，於房屋署 

擔任財務相關工作，以及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

大球場的辦事處處理人事職務、招聘合約員工等， 

其 中 在 入 境 事 務 處 越 南 難 民 科 任 職 的 經 驗 最 為 

難 忘 。 她 憶 述 ， 當 時 工 作 場 所 與 難 民 很 接 近 ， 

平 日 亦 要 近 距 離 接 觸 難 民 ， 工 作 環 境 實 在 有 別 

於一般文書工作。當被問到為何願意接受調任該 

職位時，Roberta說，雖然家人和朋友都認為在 

政府任職，工作穩穩定定就最理想，但她期望工作

有變化和挑戰，通過部門內部調職或跨部門調職 

申請，可以到新崗位學習新事物。正因為這股推 

動力，她接受了調往越南難民科的安排。現在回想

起來，Roberta很慶幸當時接受了挑戰，讓自己有

機會提升應變及處理緊急問題的能力。而此時接受

PRSC的工作，又是另一項挑戰！

跟Wallace一樣，Roberta現時也是文書職系新入

職人員導引課程的導師，負責培訓和分享工作經

驗。Roberta過往從未擔任過教學或培訓職務，她是

如何為培訓工作做準備呢?Roberta表示曾請教當教

師的朋友相關技巧，例如如何鼓勵學員表達意見和

觀察學員是否掌握課堂內容等，她亦曾經旁聽培訓

組其他同事上課汲取培訓技巧和經驗。

 

當被問到對文書職系新入職同事的觀感時，她表示

新同事一般都充滿活力，大家相處時有很多互動

機會，例如上課時在電腦或投影機操作方面遇到

困難時，學員都會主動幫忙。不論是面對新入職

同事抑或較資深的文書主任或機密檔案室高級助

理，Roberta都會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鼓勵同事

接受新挑戰，並指導他們在工作上運用管理應變的 

技巧。此外，她希望同事能明白在政府擔任文書工作

必須小心謹慎，例如在入境事務處負責人事登記工作

就不容出錯，否則不但會影響政府所保存的市民資料

記錄，也會損害政府和部門的形象。

最後，Roberta分享說，新入職同事在導引課程將

近結束時會收到職位調派通知，難免會感到緊張和 

擔憂。此時她會鼓勵同事用正面的心態面對工作上 

的困難，因為每項挑戰都是鍛鍊和發展的機會。 

大家不應只看眼前的情況，目光要放遠一點。就自己 

現時的工作，Roberta認為PRSC計劃讓她年屆退休 

年齡仍然保持心境年青，令她不會與社會脫節，實在 

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編按：各位同事如希望在退休後開展另一階段的 

精彩生活，可以聯絡一般職系處，將資料納入中央

資料庫以參加PRSC計劃，繼續貢獻自己的知識和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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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總署文書主任黎寶珍女士(Irene)由2002年開始在民政事務總署工作，自2003年9月起

擔任深水埗民政事務處總務室主管，負責管理該辦事處轄下民政諮詢中心的日常運作。

民政諮詢中心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Irene把民政諮詢中心形容為政府服務指南針：市民

如遇到問題，可到中心查詢或求助。即使Irene和同事們有時未能解答市民的查詢，也會向

對方介紹相關部門的服務。除了解答市民查詢之外，民政諮詢中心還提供宣誓及聲明服務。

監誓員由行政主任和聯絡主任職系的同事擔任，Irene和屬下團隊負責提供文書支援。

深水埗民政諮詢中心每天處理的查詢或要求，數目位列18區的頭三位。Irene表示，每天

面對不同的市民和挑戰，確實有不少難忘的事情；但要列舉最難忘和最富挑戰性的工作，

肯定是2011年的「$6,000計劃」。當時市民可到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索取「$6,000

計劃」的登記表格。Irene表示，第一天派發表格的情況仍然歷歷在目，很多市民大清早已在

民政諮詢中心

Irene在2011年獲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頒發嘉許信

民政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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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諮詢中心門外排隊，到了上午9時，辦事處已擠滿前來索取登記表格的市民，情況相當

混亂。Irene和同事一方面要處理突如其來的長長人龍，另一方面也要維持辦事處的正常

服務。Irene認為那是她工作上最難忘的時刻。

Irene和同事每天都面對眾多市民提出的各類查詢或要求，有時更會遇到百般刁難、滿身酒氣

或語無倫次的人，挑戰和考驗他們的情緒智商。Irene很高興遇到相當合拍的同事，大家互相

支持和勉勵，每當有不快事情發生，Irene會主動疏導同事的情緒，當他們的傾訴對象。Irene

也會與上司討論同事所遇到的問題，讓他們知道自己並非孤軍作戰，同時亦發揮團隊精神。

2011年，Irene獲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頒發嘉許信，以表揚她出色的工作表現。深水埗民政

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亦奪得「2016年最佳民政諮詢中心服務獎」的銅獎，獲表揚盡心為

服務市民而作出貢獻。Irene更在2017年憑着持續優秀的工作表現，獲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嘉許狀。對於獲得以上殊榮，Irene非常感謝上司和同事對她工作的認同和支持。除了Irene

之外，2017年還有10名文書主任職系同事因工作表現持續優秀而獲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嘉許狀。

Irene在2017年獲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Irene表示自己性格樂觀。她經常提醒自己和同事，不要受麻煩的市民影響情緒和工作表現，

亦不要把工作上的不快經歷和負面情緒帶回家。她下班後便回復母親的角色，放假時亦會相

約朋友遠足和聚會，紓緩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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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聯絡工作

多個政府部門都設有義工隊，水務署是其中之一。

水務署義工隊於2002年成立，截至2017年年底， 義

工總人數達456人，當中包括現職和退休同事及家

屬。義工隊全年的服務總時數更達4 902小時。義工

隊轄下設有委員會，包括召集人在內共有十多名成

員，各自肩負不同工作，Margaret是其中一員。

義工服務齊參加
	 積極聯繫你我他
每一項義工服務都需要義工積極參與，特別是大型活動，就更加 

需要大量義工支持。除義工出力外，當中的聯絡及行政工作亦十

分重要。二級私人秘書姚敏嫺女士(Margaret)一直都對義工服務感 

興趣，希望成為義工隊的一分子。她於2005年調任水務署行政部，

於2007年加入該署義工隊，更由2008年年底開始成為義工隊的 

聯絡人。轉眼之間，她為義工活動擔任聯絡工作已將近十年。

顧名思義，義工隊聯絡人就是負責義工活動的聯絡

工作。每當收到機構招募義工的通知時，Margaret

都會透過電郵，將活動的日期、時間、集合地點、

要求等資料發放給水務署義工隊的義工，邀請他們 

報名參加。待收集並整理好參與義工的名單和聯絡

電話後，她便回覆有關機構。除此之外，Margaret

亦負責記錄及計算各義工參與服務的時數，整理 

月結及年結報告，以協助提名合資格的義工申請 

個人義工嘉許狀。由於涉及一定工作量，因此她在

有需要時會自行加班，趕快完成有關工作。

溫文爾雅的
Margaret分享 

義工服務 
的點滴

義工笑容

大檢閱

14



「公務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

有時某些活動需要大量義工，個別部門未必有足夠

義工人手應付服務需求。有見及此，路政署義工隊

於2004年發起「公務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以便

個別部門招募更多義工。計劃創立至今，通過這平

台招募義工的活動數以百計，義工數目超過一萬人 

次。現時，多個政府部門的義工隊都有參與這項 

計劃，包括水務署。因此，Margaret亦擔任相關的

聯絡工作。

計劃的運作簡單直接。各部門義工隊在收到通知，

知道有活動需要較大量的義工人手後，便會發送

電 郵 予 其 他 參 與 此 計 劃 的 部 門 義 工 隊 負 責 人 ， 

再由各義工隊招募義工。Margaret指出，水務署

在收到其他政府部門義工隊傳來的活動資料後， 

她便會在水務署協助為有關活動招募義工，反之 

亦然。例如在本年4月，水務署舉辦大型活動，需要

逾100名義工，於是通過計劃邀請其他政府部門的 

義工一同參與，成功跨部門招募足夠人手，成效 

顯著。Margaret表示，這項計劃的特色和優點， 

在於能夠提供平台發布資訊，招募更多義工，讓同

事參與其他部門的義工服務，嘗試更多不同類型的

義工活動和接觸不同層面的服務對象。

義工服務的「苦」與「樂」

除擔任聯絡人外，Margaret現時亦有參加水務署 

義工隊籌辦的義工活動，例如在周末探訪老人院，

派發禮物給長者並與他們傾談。當被問到最難忘的

義工經歷時，她說感受最深刻和覺得最具意義的，

是她初加入水務署義工隊時所參與的「耆樂安居家

居維修」。這項活動由建築署和東華三院合辦，參加

的義工要先上一節由建築署同事教授的基本課堂， 

內容包括批盪、打底油、磨平、掃漆等修葺工序。

她和幾名義工隊成員分別為兩個家庭進行修葺。 

雖然在過程中大家汗流浹背，事後腰酸骨痛、頸僵

背硬，但最終都能把一間數十年來全無粉飾過、 

牆壁灰灰黑黑的住所，像表演魔術般變成新屋。 

這次義務工作不單長者住戶開心，各義工也從中 

獲得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滿足感。另外，義工隊也曾

探訪老人院和智障中心，其間看見公公、婆婆或一

些智障人士在唱歌和玩遊戲時所展現愉快的笑容，

大家更能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至於聯絡工作方面，Margaret笑說，雖然偶爾會 

有義工在截止前一刻才報名參加活動，多少帶來 

不便，但每當活動順利完成、計算好義工服務時數

或回想起義工們的笑臉，Margaret便會因成功協助 

統籌而感到滿足。此外，身為聯絡人，她有很多 

機會與所屬部門和其他部門及機構的人士接觸， 

建立友誼。

施比受更為有福

回顧過去十年，Margaret對於能夠肩負義工隊的聯

絡工作，非常感恩。她鼓勵大家多參與義務工作，

助人為樂！用行動為他人帶來歡樂，令世界更温

暖、更光明、更美麗。

Margaret 
感受最深刻的 

「耆樂安居家居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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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助理晉升高級私人助理
本處已於2018年4月9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高級私人助理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將於本年6月

舉行。

高級私人秘書晉升私人助理
本處已於2018年4月9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私人助理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將於本年6月舉行。

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高級私人秘書

本處已於2018年2月7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高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已於本年4月

17日至5月11日舉行。

二級私人秘書晉升一級私人秘書
本處已於2018年2月9日發信邀請合資格的同事參加一級私人秘書晉升遴選。遴選面試已安排於本年

5月14日至6月8日舉行。

文書主任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2017年的晉升遴選工作已經完成。在219名出席遴選面試的文書主任中，有74名獲推薦署任高級文

書主任六個月以待實任。

11 晉升遴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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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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約有1 900人獲發聘書，其中約1 500人

已上任。至於2018年的公開招聘預計於8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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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約有2 700人獲發聘書，其中約1 800人已上任。

至於2018年的公開招聘預計於8月推出。

二級私人秘書公開招聘計劃 
本處於2018年1月19日刊登二級私人秘書招聘廣告，共收到約16 000份申請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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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Word及Excel應用知識測驗)於本年3月

開始進行，遴選面試亦於4月展開。預計第一批獲取錄的申請人可於2018年8月上任。

22 公開招聘計劃

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計劃
本處已於2018年2月21日推出新一輪在職轉任助理文書主任計劃。合資格轉任助理文書主任的文書

助理，已獲邀出席本年4月開始舉行的技能測驗，遴選面試於5月開始進行。

在職轉任文書助理計劃
本處已於2018年2月27日推出新一輪在職轉任文書助理計劃，合資格的在職辦公室助理員及

打字員已獲邀出席本年5月舉行的技能測驗，遴選面試於6月開始進行。

在職轉任機密檔案室助理計劃
本處已於2018年2月12日推出新一輪在職轉任機密檔案室助理計劃，合資格的在職文書、秘書及

電話接線生職系人員將獲邀出席於本年6月至7月舉行的遴選面試。

33 文書及秘書職系在職轉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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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加強與高級文書主任及文書主任的溝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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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談。最近一輪茶聚

已在本年1月23日、3月14日及4月24日舉行，共有28位高級文書主任及194位文書主任出席。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高級文書主任合照

23.1.2018

14.3.2018

44 高級文書主任及文書主任茶聚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

2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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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截至2018年4月1日，共有2 472名文書職系同事及162名秘書職系同事提出部門間調職申請。

由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共有212名文書職系同事及102名秘書職系同事獲安排

調任其他部門工作。

部門間調職申請

24.4.2018

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一般職系處的管理層與眾文書主任合照

2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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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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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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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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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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部落格」

csbggocss@csb.gov.hk

2530 2380

投稿不設限期，同事可在任何時間經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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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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