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Government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Association 
 網址：http://www.hkgscoa.org/ 
  

會員通訊二零二一年第二號 
 

第三十五週年會員大會 

 
  本會第  35 周年會員大會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五 )晚上在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18 號中國聯合銀行大廈 1 樓舉

行。 

 

  主席黃新然先生首先為我們致開會辭、簡報會務及分享在過去

一年出席各會會議的點點滴滴，隨後黃主席公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

員名單。黃主席歡迎各位新加入執行委員會的同事，並且寄望各執行

委員繼續各展所長，鼎力齊心為本會會員提供服務。 

 

 

 

 



2021-2023 年度執行委員會名單及職位 
 

  由於總候選人數與執行委員會所設的十五位名額相等，以下十

五位獲提名參與2021-2023年度新一屆執行委員的候選人，全數自動當

選為新一屆執行委員。經互選後各組席位如下：  
 

姓名 職位 部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負責組別 

莊淑卿 女士 主席 香港警務處 2860 1023 2200 4430 - 

林麗衡 女士 副主席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3102 8308 - - 

周翠儀 女士 司庫 建築署 2867 3935 - - 

陳倩敏 女士 秘書 懲教署 2582 5303 2588 3030 - 

陳亦萍 女士 助理秘書 香港警務處 3660 1152 2521 9877 - 

陳秀慧 女士 委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 
3903 7708 3583 3859 康樂及福利 

劉四妹 女士 委員 教育局 2892 6146 2891 7454 康樂及福利 

廖偉良 先生 委員 香港警務處 2860 6523 2200 4325 網頁編輯 

陳楚雲 女士 委員 建築署 2867 4210 - 會訊編輯 

何麗琼 女士 委員 土地註冊處 2867 7603 3151 7149 會訊編輯 

林婉華 女士 委員 香港警務處 3660 1620 2811 3216 工會聯絡 

廖嘉倫 女士 委員 房屋署 2761 7050 2194 1924 工會聯絡 

梁麗華 女士 委員 香港警務處 9083 1823 - 工會聯絡 

楊俊偉 先生 委員 消防處 2733 7520 2367 0973 工會聯絡 

容健生 先生 委員 差餉物業估價署 2150 8960 2152 0159 工會聯絡 

 

名譽核數師 : 甄秀梅 女士 

名譽會長  : 黃新然 先生 

名譽顧問  : 葉馮玉珍 女士、黃偉明 先生 

 

 

離任執行委員 
 

  以下各位上屆的執行委員因即將退休或私人理由，功成身退而

離任執行委員一職，本會對她/他們在任期間所付出的努力和貢獻表示

衷心謝意。 

 

  黃新然先生、蔡偉光先生、杜富慈先生、陳婉雲女士、林雅敏

女士、林淑儀女士、林麗餘女士及黃秋霞女士 

 

 

 



高級文書主任晉升遴選結果    
 

  2020年高級文書主任晉升遴選已完成，共有 83位文書主任由二

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開始署任高級文書主任，為期六個月，以待

獲准實際晉升  (AWAV)。同時亦有 33位文書主任於較後日期以行政方

便方式署任高級文書主任  (AFAC)，本會謹此向他們衷心恭賀，並預

祝他們工作順利，步步高陞。  
 
  本會在過去幾年，曾經舉辦多次「SCO 工作分享會」，期望新

署任高級文書主任的同事可以透過協會的活動彼此認識，在此平台分

享工作經驗及建立支援網絡；與資深及現任的高級文書主任同事交換

心得和實戰經驗，啟發新思維，從而更容易適應新環境和職務，以致

工作時更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今年的「SCO 工作分享會」將會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下旬或八月

初舉行，有關詳情將會以電郵通知個別署任同事，敬請大家密切留意。

有興趣的署任同事可致電  3903 7708 與陳秀慧女士或  2892 6146 劉
四妹女士聯絡。  

 
新年度會費 (2021-2022) 

 

新年度入會及續會事宜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一次過繳付港幣

三佰三十元便可成為永久會員(已包括永久會員費及入會費三十元)，

亦可繳付港幣六十元 (包括年費三十元及入會費三十元)成為普通會

員。現申請成為本會永久會員可選擇在退休後，免費成為「退休協會」

的永久會員。入會及續會手續非常簡單，同事們只需填寫入會表格或

續 會 表 格 ( 請 參 閱 附 件 I ) 或 於 本 會 網 頁 內 下 載 ， 網 址 為

http://hkgscoa.org/join_assn.html，填妥後請連同劃線支票抬頭寫上 
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交給所屬部門的聯絡主任或本會司庫周翠儀

女士收：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政府合署  

高座 37 樓 3701 室  

 
   本會懇請各部門聯絡主任協助跟進會員續會事宜。如有任何查

詢，請聯絡周女士，電話：2867 3935。  
 

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執行委員會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分享篇 
 

不一樣的退休協會 

 今年 6 月 5 日便是「公務員高級文書主任退休人員協會」

(Civil Servants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Retired Members Association)
成立後踏入第三個年頭的日子。 

我們這個協會的特色 

(1) 會員全是退休的政府高級文書主任； 

(2) 會員證採用電子本，沒有紙本，除了身體力行為環保出一分力外，

還與時並進，選用方便實務的方法管理會務； 

(3) 會員活動以專屬協會的臉書「Facebook」模式作紀錄，會員隨時可

重温過往活動的足跡； 

(4) 使用「WhatsApp」形式傳遞訊息給會員及與會員互相溝通，既快

捷又直接，容易建立並促進友誼。 

 

最厲害的特色 

(5) 退休協會的名稱「公務員高級文書主任退休人員協會」乃是現任一

般職系處長 陳信禧先生建議訂立的。 

 

最放閃的發展 

(6) 我們義工隊從成立至今已達 30 多次的義工服務活動，由探訪安老

院到家訪獨居長者，再而進入社區為貧困人士服務。 

 

 



 

最感恩的事情 

(7) 獲得會員和一些善心人士贊助義工服務及六捐獻禮物。 

 

最開心的活動 

(8) 被邀請出席「文書職系工作和經驗分享會」的客席講者，實踐退休

會經驗傳承的宗旨。 

 

 一下子報告完以上不同的特色和活動，身為主席的我，亦感

到驕傲，並懷有更大的信心與委員團隊並肩同行，努力不懈地發展會

務，達致「退休展新姿，人生添姿采。」。 

 

 各位師兄、師姊、師弟、師妹們，如果你或你身邊的 SCO 
朋友，也有興趣加入我們「退休會」的大家庭，請透過 WhatsApp (9471 
8748)與我們聯絡，並作進一步了解入會事宜。 

 

歡迎您的加入！ 

 

舒何偉珠 (Mrs Erica SHU) 
公務員高級文書主任退休人員協會主席 

 

2021 年 5 月 10 日 

 

     
Address : 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8號中國聯合銀行大廈12樓(勞聯會所) 
E-mail : hkgsco.retirees@gmail.com 
WhatsApp : 9471 8748 
Facebook : 公務員高級文書主任退休人員協會 



                  會員通訊2021/22 附件I  
To  :  Ms. Tweety CHOW, Treasurer, 
 Government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Association (GSCOA), 
 c/o Room 3701, 37/F, High Block,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66 Queensway, Hong Kong. 
 

APPLICATION FORM 
 
 I am applying to become an Ordinary/a Life* Member of GSCOA and enclose herewith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the “Government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Association” in the amount of $60/330* (being Entrance 
fee $30, Annual subscription fee $30 or Life membership fee $300).  In the event of my being admitted, I 
agree to become an Ordinary/a Lif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o be bound by the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On submis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I understand that the fee is totally non-refundable. 

  
 My personal details are : 

Name in English (Block Letters)  : Mr./Mrs./Ms./Miss*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 :  

Date of Appointment to SCO :  

Ordinary Membership Card No. (if any) :  

Bureau/Department* :  

Office Address 

 

: 

 

 

 

Office Telephone No. :  

Residential Address :  

   

Home Telephone No. /Mobile Phone No.* :  

Personal E-mail Address :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Civil Servants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Retired Members 

Association” upon retirement (free of charge for life member only) 

☐ Yes, my expected retirement date i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authorise the GSCOA to release my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for the 

above purpose. 

  

☐ No.   
  * Please delete as inappropriate 

Signature :  

Date :  
 

(for Official Use Only)  

Cheque No. :   

Bank/Br. Code :   

Membership Card No. :   

Remarks :   

Date :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only be used for record and contact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update of / access to the personal data after submission of this form, please email to contact@hkgscoa.org.  

  



 
To  :  Ms. Tweety CHOW, Treasurer, 
 Government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Association (GSCOA), 
 c/o Room 3701, 37/F, High Block,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66 Queensway, Hong Kong. 
 

 

Renewal of Membership for 2021 – 2022 / Life Membership 

 

 I, (Mr./Mrs./Ms./Mi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Name in Block Letters)       (中文姓名)   Membership No. 
wish to renew 2020/2021 membership* / to join the Life Membership* and enclose herewith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the “Government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Association” in the amount of $30.00 (for renewal) / 
$300.00 (for Life Membership).  On submis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I understand that the fee is non-
refundable. 
 
 

Signature :  

Name in Block Letters :  

Bureau/Department* :  

Office Telephone No. :  

Home Telephone/Mobile Phone No.* :  

Personal E-mail Address :  

Date :  
* Please delete as inappropriat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only be used for record and contact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update of / access to the personal data after submis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please email to contact@hkgscoa.org 
for follow up action. 

 

(for Official Use Only) 

Cheque No. :  

Bank/Br. Code :  

Membership Card S/N :  

Receipt No. (previous subscription) :  

Date :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Civil Servants Senior Clerical Officers Retired 

Members Association” upon retirement (free of charge for life member only) 

 Yes, my expected retirement date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authorize the GSCOA 

to release my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for the above purpose. 

 No 
 

 
FN: App_RenewMember_rev May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