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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洋務工會宣教部編印

各位會員︰

香港洋務工會自 1921 年創會至今已經歷了百年。工會自創

建以來一直高舉著愛國愛港的旗幟，一貫堅持關心工人職業生活，

積極爭取和維護工人的合理權益，協助工人處理勞資糾紛，調整

勞資關係，關注民生，參與社會事務，大力開展文化進修及康體

活動，舉辦工人福利事業，以促進工人團結。 

在這段漫長的歷程當

中，洋務工會經歷不少風

風雨雨。在 1927 年，國內

革命戰爭爆發，工會會務

曾一度停頓至 1937 年才能

復會，後又因日本侵華，

直到 1941 年香港淪陷，

工會被迫停頓會務。戰後

1946 年，工會再度復會，故題名「復興」。復會第一件大事，就

是領導洋務工友進行改善經濟生活的鬥爭，期間發生了轟動全港

的四大酒店工人護約鬥爭、牛奶工友仲裁事件等，並取得重大勝

利。之後，建立了九龍遊樂部及香港遊樂部。

回歸初期，工會先後成立了不同

班組，包括：歌詠班、普通話班、交

誼舞班及婦女部組織的健康舞班等。

同時，發起籌建多間希望學校捐款活

動，得到廣大會員工友家屬包括旅英

洋務工友的鼎力支持，以洋務工會名

義資助興建希望學校，充分體現了洋

務會員工友的愛國情懷。

2006 年成立了香港進出口貿易從

業員協會，進出口協會是一間行業性

協會，也是工聯會的屬會，同樣以團結、凝聚從事進出口貿易行

業的僱員，推動進出口行

業的發展為目標，盡力為

會員提供福利及康樂服務。

商業服務從業員工會的成

立是為了配合工聯會未來

的發展，及希望可以團結

凝聚更多的從業員，為會

員提供更好的服務。

回首過去二年，香港

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

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大風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央

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行事，堅持『一國兩制』原則。香港國安

法頒布實施一年以來，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區的安全回來了，國

家安全風險受控了；市民不再需要擔心人身安全，不再受汽油彈

及刑事毀壞威脅，交通不再被癱

瘓；市民生活恢復正常，社會恢

復運作，經濟可重新發展。儘管

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一國兩

制」仍然是最佳的制度保障，讓

香港社會乘風破浪。讓國家安全

法確保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未來，工會將會面對更大挑戰，我們無論在過去、現在以

至將來都能靠着洋務人「情繫家國」、「感動香江」的精神來

克服，一起跨過種種困難，

邁步向前。

為慶祝洋務工會成立

100 周，今年本會於 9 月

19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舉行了『情繫家國 感動香

江』文藝滙演，感謝嘉賓香港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先生、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社工部副部長李運福先生、勞

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先生、香港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林淑儀

女士、尖沙咀街坊福會理事長蘇仲平院士到場主持開幕及頒發獎

項及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的鼎力支持。

匯演非常圓滿，要感謝各位嘉賓、義工朋友的出席和參與。

很高興能與各位聚首

一堂，歡聚這個有意

義的活動。

活動
回顧洋 務 百 周 年 慶 典



康齡義工賣旗日

「變化中的中國」、「革命者」、
「我和我的父輩」、「古田軍號」

百年華誕電影欣賞會
落 實

愛國者治港
簽名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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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百周年慶典盛況

KG43078 痛症舒緩導引養身鬆筋保健操

KG43051 陳式太極拳五十六式初階

KG43399 陳式太極拳入門套路

KG43030 二十四式 (簡化 )太極拳

KG45057 動感拉丁舞

KG45061 DanceSport 體育舞蹈健體班

KG43293 HIIT 高效消脂健體班

KG43291 HIIT 拉伸運動訓練班

KG43024 綜合太極拳「四十二式」

KG43025 四十八式太極拳

KT47571 西餐烹飪實習特別班

KT47124 西餐烹飪實習精選

KT46001 普通話

KT46083 日  語

KT46131 韓  語

KT46171 泰  文

KT46201 法  文

KT46221 西班牙語

KT46243 德  文

KT46169 越南語

KT48150 電腦日文輸入及應用

KT48162A 三小時精通 Excel XLOOKUP 函數

KT48160A 三小時精通 Excel VLOOKUP

KT48157 三小時精通Word 圖文排版製作

KT48008A Zoom 網上會議及學習平台應用

KT48019 智能手機個人資料備份及遷移

KT48049 Windows 10-OneDrive 及檔案總管

KT48046 尋找及拯救誤刪資料檔

KT48069 家庭電腦基本修理與裝嵌

KT48159A 三小時精通 Excel IF 函數

KT48129 Excel 職場實務基本功

KT48130A Excel 職場必修技能速成

KT48378A BLOG 網上行銷策略技巧

KT48377A Facebook & Instagram 網上行銷技巧

KT48298 互聯網防火牆與網路保安

KT48299 建立 VPN 虛擬私人網路連線

KT48379A 微博 /Instagram 網上行銷

KT48167 三小時精通 Excel 資料驗證

KT48163 三小時精通 Excel 動態陣列公式

KT48380 YouTube 產品推銷技巧

KT48378B BLOG 網上行銷策略技巧

KT48377B Facebook & Instagram 網上行銷技巧

KT48207B PowerPoint 商務演講處理

KT48166 三小時精通 Excel 格式化條件

KT48155 三小時精通Word & Excel 合併列印

KT48367 雲端儲存服務應用

KT48165 三小時精通 Excel日期時間函數

KT48140 速成及手寫中文輸入

KT48361 自選旅遊上網找幫手

KT48207A PowerPoint 商務演講處理

KT48014 智能手機短片拍攝與剪接

KT48067 自製卡拉OK 及 CD 光碟燒錄

KT48068 Cassette 轉 MP3及燒 CD 教室

KT48066 電子錢包手機支付 P2P

KT48021 智能手機私隱知多少

KT48156 三小時精通Word 追蹤修訂

KT48017 電腦私隱知多少

KT48040B Google Photo 雲端相片儲存及分享

KT44089 彩色多肉香薰蠟燭 DIY 製作班

KT48322 低成本時尚網頁製作

協會其他課程 歡迎查詢 名額有限 先報先得 ! 課程查詢熱線：2739-0908

上課地點：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3 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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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 : 為活躍會員的業餘文化生

活、普及歌唱活動和提高歌

唱技巧而設。

參加資格 : 凡對歌唱有興趣之會員工友

及家屬均可參加。

歌曲範圍 : 包括流行歌曲、中外民歌、

藝術歌曲及中國歌曲等。

導    師 : 周 波 先生    

開班日期 : 逢星期五 ( 三個月為一期 )

上課地點 : 中環租庇利街 12-13 號萬安

大廈二樓（本會中環會所）

上課時間 : 晚上 6:45 — 8:15 

費    用 : 會員 $240  非會員 $270  

報    名 : 由即日起

 香港洋務工會康樂部 主辦

洋務歌詠班（普及班）招募新學員

香港洋務工會—婦女部 主辦

集體舞班
上課內容：
教授中國民族舞、拉丁舞、爵士舞、
肚皮舞、健身操等舞蹈
導  師：柳秋菊 小姐
節  數：全期 10 節
費  用：會員 $300  非會員 $350
名  額：30 人

逢星期二  晚上 6:45 — 8:15

逢星期四  (1) 晚上 6:00 — 7:30  
(2) 晚上 7:30 — 9:00  

逢星期五  上午 10:30 — 12:00

    集體舞是群體舞蹈，不需舞伴。通
過集體一齊跳出各種不同類型舞蹈，可
以作為自娛外，更可作為運動，增強身
心健康，改善手腳協調，增強記憶力。
通過音樂節奏伴隨舞姿，而燃燒脂肪，
達到修身，健美效果。本課程凡有興趣
者均可參加。

上課地點：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18 號僑業大廈二樓

報名及查詢熱線：
2511-8213/2367-3201

南北果州
地質觀賞一日遊

導師：葉育華師傅
（王西安大師入室弟子）

開課日期：2021 年 12 月 30 日逢星期四
上課時間：晚上 7:30-8:45
上課地點：洋務工會中環會所
中環租庇利街 12 號 2 樓

費用：每位＄430 ( 共10 課 )
報名資格：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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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輝同樂社
元朗八鄉一天遊

深涌、塔門、
荔枝莊一天遊

報名及查詢熱線：
2511-8213/2367-3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