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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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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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mtu.org.hk 電郵：fmtu@mtu.org.hk
  ：9563 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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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出版【非賣品】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屬會〕

工場清潔及整齊  有助健康減意外
職安健圖片展推廣活動
暨71周年國慶酒會

日期：2020年10月1日（星期四）
時間：中午12:00至下午2:00
地點：本會新蒲崗會所
內容：職安健圖片展、職安健單張、酒會及精美小食
費用：全免（歡迎會員、家屬參與及參觀工會新會所）

備註：請致電工會2780 7893留位，以
便安排飲品及食物招待

 參加者可獲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
參與計劃贊助2021年月曆乙個

    職業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 贊助

    「日日做到冇停手，總有食飯嘅時候」，在你食之前你會用手機拍

下食物的樣子嗎？相機食先可以說是現今香港人不可或缺的一種生活，

我們先拍照，再分享到社交媒體這一種行為可能已變成一種習慣。

主題：美食

  用你的手機或相機拍一張令大家睇到都想食或飲的相片，立即將你

作品上載至五金工會whatsapp專線9563 9258啦！ 

條款及細則：

＊ 每位會員最多只可遞交三份比賽作品，交相片時請標明會員姓名及會
員編號。

＊作品請附上10個字內的標題。

＊作品可接受剪裁及光暗修改，但不能增加或消去圖上任何物件。

＊每位參賽者不論參賽作品數量，最多只限獲獎一次。

＊評審小組所作出的比賽結果為最終決定。

＊參賽作品須為各參賽者的原創作品。

＊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將擁有參賽作品之永久使用權。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獎品： 冠軍一名200元禮券、亞軍一名150元禮券、季軍一名100元禮

券；7位優異獎各50元禮券，各得獎者都會獲得小禮物一份。

比賽開始日期：由即日開始

比賽截止日期：2020年8月31日中午12時正

頒獎日期：專人通知得獎者10月1日工會會所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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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優惠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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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2020年秋季課程，將
於2020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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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秋季課程代報日期：
9月5日至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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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回郵信封一個。

業餘進修中心課程代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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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電話或搬遷，
請您話我知！

  代售 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特價優惠
　 原價 會員 非會員 

自家湯品 $530 $360 $530
自家鮮製飲品 $260 $168 $260
鴻福堂滴雞精 $265 $205 $265
自家蒸飯套票 $380 $247 $380
自家甜品套票 $180 $136 $180

自家喜慶禮卡（1張） $65 $43 $65
$50禮券套票（1套11張） $550 $350 $550

代售 美心西餅券/東海堂餅券

原價：$50
會員 非會員

$39.5 $44

代售 香港迪士尼樂園門票
　 原價 會員 非會員

成人 $639 $578 $618

小童3-11歲 $478 $428 $448

代售 挪亞方舟門票
　 原價 會員 非會員

成人 $168 $105 $138

小童 / 長者 $138 $105 $128

代售 海洋公園門票
　 原價 會員 非會員

成人 $480 $418 $450

小童3-11歲 $240 $208 $230
65歲以上長者（香港永久性居民）免費入場



疫情顯真情
    疫情下市面缺乏防疫物

資，五金電子工會召集屬會義

工，DIY製作了酒精搓手液及

包裝口罩，送贈給有需要的會

員。

工聯會消息
    工聯會關注政府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下，仍有不少基層

「打工仔」未能受惠。會長吳秋北促請政府加推第三輪抗疫基

金，以及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盡快發放失業現金津貼，向失

業人士發放9000元現金津貼，為期最長6個月，以解燃眉之急。

記者會以「保就業、創職位、支援失業工友」為題。工聯會理

事長黃國表示，本港失業情況嚴重，工聯會早前推出的「緊急

失業慰問金」計劃，一天內5000個名額爆滿。

    新冠肺炎疫症肆虐全球，而本港打工仔也因此受嚴重影

響，為此香港製造業總工會連同屬下九間工會，在本年4月21

至27日，做了一項「疫情下製造業僱員就業狀況」問卷調查，

五金成功訪問224位會員，連同其他屬會一共成功訪問1124名

會員，調查顯示受訪者中20.1%收入下降，13.3%放無薪假，

20.9%已失業，合共達5成多，情況嚴峻。因此，香港製造業總工會促

請政府聚焦支援受疫情影響的製造業僱員。問卷反映，雖然政府在疫情

下已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但有23.4%的受訪者表示不在補助範圍，

而餘下的6成多也表示補助不足，顯示這次援助對製造業僱員支援嚴重

忽略，也沒援助到位。從問卷中也顯示出現金津貼及生活費補助最能即

時幫助改善從業員的經濟情況，政府應着眼這方面的支援。

緊急失業慰問基金
    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宣佈設立「緊急失業慰問基金」，期望可為

在雙重夾擊下導致失業、出現經濟困難的各行業打工仔女提供即時援

助。本會在3月中為百多位工友申請，4月慰問金已完成審批工作，有80

多人成功申請。領取支票的申請者對工聯會表示感謝，非常感謝工聯會

發揮互助友愛的精神，亦感謝本會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促盡快放水救救打工仔女

五．一勞動節，惟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工聯會
未能舉辦遊行，改為網上直播記者會。



平日用智能手機的時候

遇到有問題不知找誰人

解答？現在工會開放熱線，

遇到手機問題可Send  whatsapp到9563-9258，

又或者在星期一至五中午12時至下午6時致電工

會電話2780-7893到時會有手機大夫為各位解

答，如果太多問題查詢會在三天內解答大家。

手機
 大夫

7-9月份夏季暫停，10月復辦，
詳情留意10月會刊。

行山樂
夏季暫停

請填寫，會員証編號、姓名、電話號碼及  出正確答案。

傳真：2780 0371 WhatsApp：9563 9258 或 郵寄本會。

本會將抽出20位得獎者，每位得獎者可得超市禮券$50元乙張。

專人通知10月1日到本會領取。

開始日期：由即日開始

截止日期：2020年9月12日截止（每位會員只能參加一次）

會員証：＿＿＿＿＿＿＿＿＿＿＿ 姓名：＿＿＿＿＿＿＿＿＿＿＿ 電話：＿＿＿＿＿＿＿＿＿＿＿     

國家安全立法5大基本原則問答有獎遊戲

①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

對內地進行滲透的破壞都觸碰底線，絕不允許。

 □是  □否

②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必須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是  □否

③堅持依法治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

 □是  □否

④ 堅決反對外來干涉。對於任何外國制定、實施干預香港事務的有關立法、行政或其他措

施，國家將採取一些必要措施進行反制。

 □是  □否

⑤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同尊重保障人權，根本上是一致的。

 □是  □否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導師：鄭靜音小姐  上課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 / 社員70元 非會員 / 非社員100元

導師：李淑芬小姐  上課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 / 社員70元 非會員 / 非社員100元

興趣班組上課地點︰本會新蒲崗會所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夏日炎炎冇胃口，蓮藕炆腩肉正合時。

日期︰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30分

蓮藕炆腩肉

日期：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00–8:30

蝦子紮蹄

廣東小食，令人懷念的兒時榚點。

日期︰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30分

懷舊砵仔糕

日期：2020年8月21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00–8:30

客家眉豆茶粿

增加美顏與骨膠原，美味可口的湯羹。

日期︰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30分

美顏「南瓜魚肚羹」

日期︰2020年9月1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4:30

藍莓芝士冰皮月餅

【興趣互傳網】之 

美食班

滋味坊

2020年
立法會選舉

 將於9月舉行，請盡公民責任

投下您神聖的一票，選出您的賢能

  周國榮先生教授歌唱技巧已有30多年經驗，現時在工
聯地區服務處及工會擔任歌唱導師。今次主要教授發聲方
法、呼吸訓練、視唱練習、簡譜樂理及歌曲教授等。

日期︰2020年9月8日起至11月10日，
   逢星期二上課，共10堂。
時間︰晚上7:30-9:00
費用︰會員350元 非會員400元

歌唱培訓初班 導師︰周國榮先生

所需資料：① 子女出生証明書影印本

          ② 印有考試名次成績表影印本

          ③ 會員証影印本

註：入會滿一年後合格會員才可領取

會員子女成績優異獎賀金 
小學至中學會員子女升班試

成績優異獎賀金

（只限每年暑期之升班試）

考第一名100元、考第二名60元、考第三名30元
所需資料：①填妥子女就讀大學名稱；就讀年級及學系名稱

          ②子女出生証明書影印本

          ③學費收據銀行入數紙影印本

          ④會員証影印本

      註：2009年12月31日前入會合格會員才可領取

          （會員證no.由000001-043199止）

會員子女大學獎賀金  
會員子女大學獎賀金只可領取一次，就讀政府認可
之日間大學全日制學位課程，可領取賀金300元。

祝

賀

篇

註：製作品供會員即堂品嚐，不設贈予帶走



(一)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
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

(二) 孫中山史蹟徑
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

(三) 離島風物志
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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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單堂–會員40元、非會員60元，連續三堂–會員100元，非會員150元
時間：晚上7:30至9:00 地點：新蒲崗本會會所

※茶點招待

播放地點：本會會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時間：下午3:00  費用：全免

第五集： 佈局海洋

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

第六集： 贏在互聯

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

第七集： 智造先鋒

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

第八集： 創新體系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當全球注視中國發展，當國務院公佈香港是大灣區四大

引擎角色的今天，您對國家近年的發展有多少認識呢？

為此，協會為您精心搜羅了中國國情短片，讓大家免費

欣賞，從中尋找答案。

影片簡介： 《大國重器》（第二季）共有八集，記錄了中國

裝備製造業新發展的歷史。通過人物故事和製造

細節，講述了充滿中國智慧的機器製造故事，再

現了中國裝備製造業從小到大、到趕世界先進水

平背後的艱辛歷程，亦展望了中國裝備製造業邁

向高階製造的未來前景。每集片長45分鐘。

國情紀錄片欣賞

請致電工會
2780 7893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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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故遊蹤專 題 講 座

《大國重器》第二季

五金電子耆樂社生日會

日期︰2020年8月2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新蒲崗會所

費用︰$20（凡在4月至9月生日之社員免費）
內容︰ 2時至2時30分進行簡單身體檢查，歡迎社員

報名參加。生日會前安排了一個冷知識講座，
讓大家能開心渡過一個歡樂的下午。

4月至9月

健

康

講

座

  本講座讓你了解腸胃的運作，認識腸胃功能衰退的成
因，學會把它保持在良好的狀態是抗衰老抗疾病的基本法。

  腸胃功能欠佳的人，甚麼病都容易找上門，因為它操控
了你的營養吸收，沒有足夠營養，身體功能衰退，免疫系統
混亂。若長期生活於快節奏，大壓力，三餐不定時狀態，腸
胃問題也離你不遠了。如果你有一些身體問題久治不癒，請
先檢查腸胃是否健康，還沒有警號的話，學會保護它也是刻
不容緩。

日期：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至9:00
費用：會員50元 非會員100元
地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腸胃調理基本法
講者：謝國姿小姐 營養治療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