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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21年10月3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上午08:45（09:00準時開車）

集合地點：太子港鐵站A出口地面

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歷史博物館
流浮山海鮮午餐一天團

HK$180
（大小同價）

會員大獎賞
續會費/新入會

兩年送超市禮券

$50

行　　程：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後→
由專業導遊帶領乘旅遊巴前往→
香港濕地公園→午餐品嚐流浮山海鮮午餐→
香港歷史博物館→
返回出發地點解散，結束愉快行程。

注　　意：入場需要帶口罩，準備安心出行手機

報名時請提供姓名、性別、年齡、身份證號碼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會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電話：2780 7893 傳真：2780 0371 ：9563 9258

網址：www.mtu.org.hk 電郵：fmtu@mtu.org.hk

工會業餘進修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99-501A號獨立大廈1/F
電話：2770 1286        傳真：2782 2460

9563 9258

2780 7893查詢



手機大夫
平日用智能手機遇有
問題不知找誰人解答？ 

現工會開放熱線，會員遇到手

機問題可發 到9563 9258

查詢，又或於星期一至五，

中午12時至下午6時，致電工

會：2780 7893，屆時會有

手機大夫為各位解答，如太多

問題查詢，會在三天內解答。

更改電話或搬遷請您話我知！
各位會員，如您的電話已更改或喬遷新居，

請將新的電話、地址通知工會，以便日後繼續

聯絡，多謝您的支持和合作!

電話：2780 7893

傳真：2780 0371

電郵：fmtu@mtu.org.hk

　　：9563 9258

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特價優惠
會員

自家湯品 $375

自家鮮製飲品 $168

鴻福堂滴雞精 $205

正品藥製龜苓膏套票（1套10張） $550（2套）

自家涼茶套票（1套10張） $185

自家喜慶禮卡（1張） $43

代報業餘進修中心課程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2021年秋季課程，將於2021年

7月25日（星期日）會員優先報名；工會為減輕會員

報讀時排隊輪候的不便，將繼續安排提前為會員代

收報名表的服務。

2021年秋季課程代報日期：7月10日至7月18日
代報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70 1286

郵寄報讀每科課程需要單獨一張支票繳交，及2元回

郵信封一個。

美心西餅券/東海堂餅券
會員 非會員

原價$50 $39.5 $44

以上代售服務可到五金電子工會屬
下(油麻地KW)業餘進修中心購買
查詢電話2770 1286
（價格如有變動，以購買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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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電子耆樂社
第三季度生日會
日期： 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
地點： 工會會所
費用： 20元

（凡在7月至9月生日之社員免費）
主題： 健康點滴

註： 由於疫情關係，參加者全程必須佩戴
口罩。每位參加者會由大會負責分派
食物，每人一份。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

糖罐針孔相機DIY暑期親子班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對象 內容

第一課
7月15日

（星期四）
晚上

19:30~21:30
室內

　會員 150元
非會員 200元

適合7至16歲
的青少年

理論與DIY製作糖罐相機 

第二課
7月22日

（星期四）
晚上

19:30~21:30
室內 完成DIY製作糖罐相機

第三課
7月31日

（星期六）
下午

15:30~17:30
室外 用已完成的糖罐相機影相

       

針孔相機導師簡介：
林磊剛2010年畢業於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純藝術學士學位，主修攝影。現為自由攝影師及藝術
導師，在中小學、青年協會、青年空間、救世軍、明愛等綜合服務中心擔任攝影導師，對象包括青少
年，成年人及長者。攝影作品大多以社會景象為題材，深入探討社會發展所產生的現象與人之間的關
係。

夜攝黃大仙祠作品分享
5月12日夜遊黃大仙祠攝影活動已經圓滿結束，以下

是同學作品，謝謝各位參與，有興趣參與其他活動可

掃描加入工會  專線9563 9258

大灣區機遇知多些專題講座

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大展拳腳謀劃更好的發展！就
業福利、升學等情況。
講者： 何啟明先生（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日期： 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7:30 - 9:30
費用： 免費
地點：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現場參加  或  voov視像形式參加

註：報名查詢請  9563 9258或 致電2780 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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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計算」　　會員˙大風

工業5.0悄悄起步　　 ˙馬鳴

先見企業家  不跟人尾巴

近年香港製造業界都在討論工業4.0，以顯

示自己跟得上時代發展。殊不知工業4.0這概念

已存在10多年了。TDK社長石黑成直驚恐自己遲

了起步而被時代淘汰，所以要搞自己TDK的工業

4.5；格力集團總裁董明珠說：未來的工業5.0革

命是什麼你們敢不敢想，為什麼老是跟在別人後

面；而阿里巴巴默默耕耘3年的犀牛智造工廠已

在去年9月運作。工業4.0日趨成熟，有先見的企

業家已帶領它的團隊悄悄起步，向尚未有標準的

工業5.0進發。

時代巨輪　愈轉愈快
第1次工業革命由1781年瓦特發明蒸汽機

開始，人力和畜力可由機械代替；第2次工業革

命由1870年比利時人發明電動機開始，大規模

生產線得以實現；第3次工業革命是1970年電晶

體電腦面世，數位技術成熟，幫助生產線高度自

動化。第1、2次工業革命都花了百年時間，接著

人類發展步速愈走愈快，第3次工業革命祇走了

40年，隨著互聯網普及應用，德國在2013年提

出工業4.0，令生產線控制超越時空地域限制。

突破機器與人隔膜
工業5.0到現在還未有一致的標準。簡單來

說工業5.0已不再拘泥於工業技術的精確度、速

度、多、大、細、數量等硬指標，這些現已做得

好好。現在廠商很多都困在鬥快、鬥多、鬥細、

鬥大的瓶頸中，進步祇是量的增加，未能突破質

的變化。搜查網上有關工業5.0資料，發覺用詞

是人性化、個性化、智能化、數據化、電商和互

聯網等。前3項是目的，後3項是現有技術平台。

第5次工業革命將仰賴資料、互聯網和人工智慧

來潤滑商業和商務的巨輪，以滿足人性化個性化

的要求。

以阿里巴巴犀牛智造為例。以往是由廠商提

供款式、物料及功能的商品給消費者選購。就算

是訂造，都通過中介人說明要求。而現在可由客

戶直接和機器溝通，生產個人化的商品，這樣就

需有人性化的機器聽得懂人話，AI人工智能要做

到人腦和機器所見略同是工業5.0特點。

資料來源：
韻力宇．物聯網及應用探討[J]．資訊與電腦，2017(3)。
百度百科

「雲計算」旨在通過網路把多個成本相對較低的計算實體整合成一個具有強大計算能力的完美系

統，並借助先進的商業模式，讓終端用戶可以得到這些強大計算能力服務。如果將計算能力比作發電

能力，那麼從古老的單機發電模式轉向現代電廠集中供電模式，就好比現在大家習慣的單機計算模式

轉向雲計算模式，而「雲」就好比發電廠，具有單機所不能比擬的強大計算能力。這意味著計算能力

也可以作為一種商品進行流通，就像煤氣、水、電一樣，取用方便、費用低廉，以至用戶無需自己配

備。電力是通過電網傳輸，計算能力則是通過各種有線、無線網路傳輸。因此，雲計算的一個核心理

念就是通過不斷提高「雲」的處理能力，不斷減少用戶終端的處理負擔，最終使其簡化成一個單純的

輸入輸出設備，並能按其需要享受「雲」強大的計算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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鈎織基礎班
導師：楊鳳屏女士

鈎織是傳統手工藝，只要你有興趣，學會看圖，正確的鈎

織技巧，再略加變化，就能鈎出精緻漂亮的各類飾物及時

尚衣物。

本課程教授看圖、數針、正確拿鈎針技巧等基本知識，並

完成一件精緻杯墊。

日期：2021年7月8日（星期四）時間：晚上7:00 - 8:30

　　　2021年7月17日（星期六）時間：下午2:30 - 4:30

費用：會員120元　非會員200元（包括工具及材料）

註：活動都歡迎已經有鈎織基礎的朋友參加。

鈎織基礎班

行山樂2021年4月至6月路線

2 0 2 1 年 7 月 至 1 0 月 暫 停

導師：李淑芬女士 

西班牙式沙律餅
日期：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費用︰會員80元　非會員110元

蔬菜糕（山東特式涼拌）
日期︰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30 - 9:00 

費用︰會員80元　非會員110元

骨膠原系列三
炸豆腐配特色醬汁
日期︰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費用︰會員80元　非會員110元

班組活動

美食班 導師︰鄭靜音女士 

豆沙鍋餅
教授及示範，每人可做一份鍋餅帶回家享用。
提供自製豆沙餡方法食譜。

日期：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 - 4:30

費用：會員100元　非會員150元

花卷

講解及示範單色及雙色花卷做法，每人可做一份。

日期：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 - 4:30

費用：會員100元　非會員150 元

綠茶紅豆冰皮月餅

教授製作綠茶紅豆冰皮月餅技巧方法，會員親手製

作的月餅可帶走。

日期：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 - 5:00

費用：會員100元　非會員150元

興趣互傳網之滋味班

行 山 樂

上課地點：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註：美食班、滋味班可使用五金電子工會優惠券。（只限五金電子工會會員使用）

　　報名查詢請Whatsapp 9563 9258  或 致電工會2780 7893 

香薰蠟燭杯DIY班
導師：陳文慧女士

日期：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30 - 9:30

費用：會員100元　非會員150元

NIGHT
SCENTED CANDLE

LOVE
SCENTED CANDLE

LOVE
SCENTED CANDLE

MINT
SCENTED CANDLE

MINT
SCENTED CANDLE

LIME
SCENTED CANDLE

LIME
SCENTED CANDLE

RELAX
SCENTED C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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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故

遊

蹤

導師：蘇萬興先生 
　　　導賞員訓練計劃導師
　　　古物古蹟、歷史掌故課程導師

本會誠邀本地資深歷史掌故專家蘇萬興先生，
開辦地域掌故、傳統民俗課程。

蘇先生講課以深入淺出見稱，趣聞秘史，娓娓
道來，溫故知新，請和您的親友結伴暢遊民俗文化
之旅吧！

每堂費用：現場：會員50元　非會員60元

　　　　　視像：會員30元　非會員40元

講座地點：五金電子工會或voov視像

地　　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電　　話：2780 7893      9563 9258

註： 疫情下現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其餘就用VOOV

視像上課。如對使用VOOV視像有疑問，請致電

2780 7893查詢。

(一) 十八區離島區之長洲
日期：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7:15 - 9:00

(二) 十八區之元朗
日期：2021年8月9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7:15 - 9:00

為感謝會員支持！有驚喜！
YouTube直播 廣府話與社會民生

日期：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7:15 - 9:00

現場免費，請致電話：2780 7893或 

 9563 9258報名

本地資深歷史掌故專家蘇萬興先生，

為本會舉辦掌故講座多年，典故秘聞、深

入淺出、輕鬆幽默，令人聽出耳油。

為感謝會員的支持！9月13日掌故

遊蹤講座：廣府話與社會民生，將以

YouTube直播，誠意邀請會員朋友一齊

觀看蘇先生的精彩演繹！

金秋養肺  防疫抗病
註冊中醫師：張燕玲醫師 

肺為嬌臟，不耐寒熱，易受邪侵。秋燥易
傷肺，肺虛傷元氣。秋天肺經當令，正是養肺好
時節！疫情之下當自强，我們邀請了中醫師分享
如何通過飲食、按摩和呼吸等方法養肺增强免疫
力。秋季養護好，就是為冬季進補開路，讓大家
健康一整年！期待你的出席⋯⋯

日期：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費用：會員100元　非會員150元
地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註：報名查詢請  9563 9258  或 致電2780 7893 

專題講座

6 



天南地北

會員˙蔡鳳英(Emily)

義工這名字看似很近卻又好遠，2018年開始了義工生涯，

第一次是參加「五一」遊行（為權益，爭工道），還有探訪老

人院，「十一」國慶，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黃大仙

嘉年華及70及71周年會慶（當話劇）等等... . . .之後又經歷過社

會運動，新冠肺炎，也無阻我繼續做義工的決心。

老實說，如果你問我，做義工辛苦嗎?我答案是好辛苦，記

得在烈日當空下站着4小時扭波波，腰痛到死又有誰知，但見到

小朋友排幾十分鐘為了得到汽球，當他們收到的那一刻面上流

露出喜悅，這巳是世上最好的回報；或者到老人院當義工後，

老友記們拖著你的手說感謝時，好像父母的溫柔，那份開心快

樂感覺你又知多少，這些都是無法用金錢買回來的。我沒有後

悔當上義工，只有後悔當得太遲。我會用我餘下人生，一直做

義工直到永遠，也希望你們來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耆樂社˙鄧彩養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由今期開

始，會訊新增咗呢個專欄，專門為

一眾老友記提供各式生活小百科。

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峻，大

家記得保重身體，注意日常起居飲

食。中醫學《黃帝內經》亦見五色

養生概念，即五行五色五臟相互配

合，達到天人合一的養生方式。簡

單而言，每餐飲食中包含紅青黃白

黑五種顏色，就可以滋養對應的心

肝脾肺腎五臟。我就試過蕃茄炒

蛋，西蘭花炒帶子，再加碗芝麻糊

做甜品，既滋味又養生！大家又有

咩提議？

如果各位有任何生活小常識或

者養生小貼士想分享，歡迎投稿分

享賜教。

耆樂努友記
坐言起行無悔今生

義工心聲

現時香港已經全民戴口罩，不單止香港，基

本上全球人類都要戴口罩，原來戴口罩在以前只

是醫學用途。

事源在102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當時正值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奪命大流感在美國堪薩斯

州的芬斯頓軍營爆發，通過戰爭傳到歐洲第一次

世界大戰戰場，再席捲全球。在那時抗生素還沒

有誕生的年代，造成數以千萬人死亡，西班牙不

是病源國，但較多人感染，而且當時歐洲國家都

西班牙大流感與口罩 會員˙西土瓦

處於戰爭狀態，大部分封鎖疫情，西班牙則是

當時的中立國，允許媒體對大流感進行報導，

因此這次流感就在歷史上稱為「西班牙大流

感」。

幸好當時醫學界已發明口罩，在流惑肆虐

期間變成全民用品，各國民眾都要求戴口罩，

特別是醫護人員。

至於有關口罩的另一典故就下回分解。

*資料摘自港台藍地球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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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不知道是否因為天氣轉變的關係，感

覺總是納悶納悶的，再加上不時傳來演藝者逝世的

消息，心情更是沉著！

前一陣子離世的有炳哥、琴姐，而近來就是

達哥及智叔，他們都是我那個年代傑出的演藝者，

雖然素未謀面，但以往晚晚電視撈飯的日子，總有

一位是陪伴在我們身邊的！

他們在演藝界奮鬥了數十年，帶給觀眾很多

難忘的演出及歡樂，雖然有時不是主角，但他們都

懷 念 會員˙月兒

努力演繹好每一個角色，做好每一個表演，那種敬

業樂業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在他們身上我看到

了獅子山精神，堅毅、默默耕耘，對自己的職業抱

有認真的態度，憑著自身的努力而闖出名堂，他們

的奮鬥經歷，也正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現在，他們雖然離開了，但卻留下了很多精

采的演出，炳哥的多才多藝，琴姐的精幹老練，達

哥的亦莊亦諧，智叔的揮灑自如，每每看到這些片

段，總是叫人懷念，永遠懷念......！

一年容易又新春，今年的春節，大家怎樣

渡過呀？

除夕晚上，你和誰在一起吃團年飯呀？又

想起了多少回憶和感慨？縱使有多麼的唏噓，

也終究成為過去了！

牛年的大年初一，天氣晴朗，喜氣洋洋，

大家懷著怎樣的憧憬醒來？有否刻意打扮一

下？用Zoom網上還是親身到長輩，朋友家拜

拜年，抑或乖乖在家致電給遠近的家人朋友問

候祝福！

新春開始，初一到來，“初”意味著開

端，“一”象徵著起始，一切是歸零後的重新

出發，是萬事萬物重新氣象。

在去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使我們慌

亂和措手不及，幸好我們憑著“獅子山下”的

真誠力量，堅持地撐過去！

處處春光好
˙黃汶貞老師

茶道藝術家

國家級高級茶藝師/評茶員

香港青年茶藝學苑發展總監

讓我們學懂珍惜，生命和關係，在不能出門的日

子，我們才發現能飛這裡飛那裡旅遊的自由，那些還沒

說出的話，沒來得及做的事，見的人，變得前所未有的

迫切！更渴求那份沒有口罩隔絕的自由空氣的呼吸。

因此我們繼續以生生不息的勇氣向前，那怕是什

麼不確定或新常態，在一切變化中，都能看到生機及盼

望！也能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及創造壯舉！

正如茶人習茶中，每次專注欣賞茶湯的香氣，享

受當中的滋味，學懂了積極的生活和細緻的感知，世間

的事情，我們無須逃避，而是將其作為通道，接近心的

本真無論是在一片熱鬧中獨處，領悟人生或是三五知己

相聚，大家都能溫潤自己和生命，及鬆活喜悅！

“小天地，大埸合，讓我一席，論英雄，談古

今，喝它幾杯”

敬茶！

天南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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