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 

入境事務大樓水務署轉 

水務督察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38 號 

荃灣政府合署十二樓新界行動組(荃灣辦事處) 

地政主任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 

政府綜合大樓第 1 座政府統計處 

政府統計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政府合署 22 字樓 

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轉 

政府法定語文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郵政信箱 

132 號稅務局 

稅務局評稅專業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21 樓 

（政府統計處）(葉敏球先生 DSB(2)轉) 

政府統計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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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九龍灣麗晶花園 

第 7 座 10 樓 D 室 

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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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太古坊康和大廈 13 樓 

政府印務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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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 

北角政府合署規劃署 

香港政府本地城市規劃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九龍塘 

牛津道 2 號 D 地下 

教育局實驗室技術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北角渣華道 323 號 3 樓 

教育局體育組梁柏偉先生轉 

教育局督學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4401C 室 

水務抄錶職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譚臣道 169 號 

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長沙灣 

郵政信箱 80401 號 

香港實驗室技術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88 號 

何文田政府合署政府化驗所 

政府化驗所技術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3 字樓 

高級職業安全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26 樓審計署 

審計署審查主任級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12 樓沙田測量處 

政府丈量員職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7 字樓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轉 

政府社會工作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旺角彌敦道 700 號 

工業貿易署大樓 907 室工業貿易署轉 

政府打字督導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７號 

入境事務大樓 26 樓審計署 

審計署審計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告士打道郵政局 

郵政信箱 28556 號 

政府統計處外勤統計職員及統計督導主任合併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 

愛群道五號 

政府學校教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大埔安邦路十二號 

大埔官立中學 

教育局首席、高級、助理教席及文憑教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 

香港郵政總部四樓 407 室 

郵務監督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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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郵箱 28515 號 

香港特區政府土木工程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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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15 樓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政府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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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 46 號 

九龍灣訓練中心綜合大樓一樓 107 室 

學徒督察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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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3 樓 

教育局離島區學校發展組周德榮先生轉 

政府教育行政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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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6 樓 639 室 

律政司法庭檢控主任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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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九龍灣 

啟成街 3 號 

機電工程署專業工程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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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佛光街 33 號 

房屋委員會總辦事處屋宇裝備組 

房屋署屋宇裝備工程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 

十九樓一九一四室地政總署土地徵用組 

政府產業測量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軒尼詩道郵政局 

郵政信箱編號 20276 

教育統籌局工業教育及訓練職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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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沙田威爾斯醫院 

醫學物理部放射治療工場 

政府醫療放射儀器技術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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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88 號 

何文田政府合署政府化驗所 

政府化驗所化驗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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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 

政府新聞處行政支援分組 1237 室收發處 

政府新聞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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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 

8 樓政府物流服務署車輛管理科 

政府車輛事務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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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21 樓 

海事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油麻地廟街 47-57 號 

正康大樓 2 字樓 B&C 座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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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 

金鐘政府合署建築署 

建築署建築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 

金鐘政府合署建築署 

建築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軒尼詩道郵局 

郵箱 20317 號 

官立院校非教職人員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元朗橋樂坊 2 號 

元朗政府合署 8 樓元朗測量處 

政府本地土地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 

金鐘政府合署 33 樓建築署 

建築署工料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 

入境事務大樓四十六樓 

政府水務專業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尖沙咀郵局 

郵箱 90222 號 

香港高級郵務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 

海港政府大樓二十一字樓 

香港海事處本地專業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郵政總局 

信箱 2644 號 

公務人員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彌敦道 750 號 

始創中心 18 樓 18 

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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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中環紅棉路 19 號 

羅連信樓 1 樓香港公園辦事處 

香港政府濾水機房職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250 號 

油麻地停車場大廈 10 樓 1007A 室 

地政總署產業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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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101 號 

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9 樓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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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牛頭角振華道 22 號 

振華苑一樓王文偉先生收 

香港房屋署保養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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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紅磡崇平街 9 號 

建業中心 7 樓 

建築署屋宇保養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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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 2 座 2 樓 

房屋委員會總部土地行政組 

房屋署產業測量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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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 

佛光街 33 號 

香港房屋署結構工程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政府合署 

低座 4 樓金鐘政府合署牙科診所 

政府牙齒衛生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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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屯門 

兆山苑杏景閣 4/F 6 室 

香港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總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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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筲箕灣 

愛東邨愛澤樓 2616 室 

地政總署司機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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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 

房屋署總部第一座地下電腦科 

政府電腦操作員職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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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油麻地廟街 47-57 號 

正康大樓 2 字樓 

香港警務處第一標準薪級員工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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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西翼發展局 

香港政府園境師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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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3862 號 

香港政府公務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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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軍器廠街警察總部 

警政大樓三樓 3/014A 室 

香港警務處電訊技術人員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政府合署低座 5/F 505 室 

建築署工程監督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 

北角政府合署 5 字樓關子豪先生(訓練主任(HRA2)2)收 

政府訓練主任職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觀塘協和街 151 號 

協和大廈 19 樓 C 室 

香港康樂文化及環保事業職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東院道 55 號 

香港大球場辦事處 

二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 

低座地下僱傭申索調查科 

助理勞工事務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中環统一碼頭道三十八號 

海港政府大樓十五字樓勞工處發展科談小敏先生 LO(D)4 收 

勞工事務主任職級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 

房屋委員會總部大樓屋宇裝備組 

香港房屋署屋宇裝備技術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 

入境事務大樓 1210A 室 

香港入境處員佐級總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銅鑼灣運動場 

政府康樂事務專業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東九龍郵局信箱 

68078 號 

房屋事務主任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西貢惠民路 

西貢游泳池 

香港政府康樂事務僱員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43-45 號 

長興大廈 2 字樓 A-B 室 

香港初級公務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沙田中央郵局 

郵政信箱 1076 號 

香港公職人員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油塘 

高怡邨高遠樓地下 

房屋署初級人員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九龍九龍灣大業里十一號 

水務署建設部九龍灣辦事處 

水務督察權益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沙田 

乙明邨明信樓 1702 室 

水務監工(機電科)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上水天平路 38 號 

上水游泳池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事務人員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中心 28 樓 

香港環境保護主任協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 

鰂魚涌公園辦事處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助理職系人員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新界屯門兆麟運動場 

屯門兆麟街 16 號 

香港政府康樂場地主管人員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本會檔號 Our Ref.：公函 06/1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1號長勝大廈 5樓D室 電話：2784 5300 傳真：2784 0212 網址：http://hksargegu.org.hk 電郵：enq@hksargegu.org.hk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 

鰂魚涌公園辦事處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書及康樂助理職系人員總工會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主席鈞鑒：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簡稱「公僱總」)致力為會員及全港公務人員(包括合約員工)

爭取及維護合理的薪酬及福利服務條件，並促進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 

本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之成員工會，定期於勞聯刊物《勞聯報》投稿，藉以

向公眾發佈公務員資訊。隨函奉上第 171 期《勞聯報》以供參閱(本會之投稿刊登於第 11 頁：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 2012 年薪酬水平調

查提交了建議，期望薪常會制定合理和公平之調查方法。本會亦關注各種公務員相關政策，積

極聯繫各公務員團體，藉以推動彼此會務發展。 

同時，本會期望連同名譽會長潘兆平立法會議員及李鳳英太平紳士拜訪 貴會，與 貴會

各負責人座談交流，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共同促進公務員合理權益及福利。特此奉函，懇請 貴

會負責人撥冗接見，並煩請 貴會代為安排。如蒙俯允，煩請賜電與本人(電話：93296632)或

本會副主席許志輝先生(68338995)、馮平恩女士(98630615)聯絡。有勞之處，不勝銘感。祈請

賜覆為盼！ 

順頌 

會務興隆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主席 江明中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