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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定期與公司舉行會議，代表會員向管方反映訴求。若會員有任何寶貴之意見，
可從以下方法通知本會：
1. 可致電本會各部門理事反映（詳見右頁電話表）；
2. 或電郵至：info@hkrwgu.org.hk，留下聯絡方法，我們會盡快回覆。
本會非常重視每位會員之意見，本會將繼續努力為員工服務，爭取員工應有權益。

【可致電各部門理事與此聯絡】

 
 
 
 
 
 
 
 

祁德流 9576 8810

謝偉青 9844 5800

文中信 9717 1637

李耀雄 9091 2350

盧偉傑 9865 9885

劉子俊 9276 2977

周銳強 9832 2008

羅偉明 9015 4320

劉偉權 6816 8968

鄧錦華 9349 1822

東　鐵

馬　鐵

輕　鐵

西　鐵

屯　巴

大埔巴

黃達雄 9489 4001
 賴崇基 9213 2797

潘偉雄 9017 2724

龔觀榮 6098 1406 
黃順添 9369 3230

高德明 9876 7557

梁耀棠 9166 2480

廖和協 9578 3131

劉偉強 9400 6836

 

李志偉 9188 2120

唐錦光 9779 3207

張永良 9456 4178

劉盛光 9551 8338

黃 文 9048 1762

羅志良 9210 6069

張學賢 9832 4624

各會員可循以下方法繳交：

1. 可到中國銀行 
    (本會帳戶號碼：012-695-00032122)繳交，
    交付後請於銀行收據上寫上姓名、會員編號、
    聯絡方法，並將收據轉回工會。

2. 可親自到工會繳交
    (深水埗福華街27號朝光商業大廈6/F);

3. 交予本會各部門執行委員代為繳交。

繳交會費，做個好會員 服務熱線

港鐵員工康樂中心–屯門 
電話：2468 0876 / 2468 0877

柴灣康體中心 
電話：2896 8264

港鐵儲互社(MCU) 
電話：2993 3801 / 2993 2091

‧

‧

‧

‧

‧

‧

‧

‧

‧

員工福利組  電話：2993 2468

員工福利組  電話：2993 2468

友邦保險(AIA) 
24小時成員服務熱線 2232 8228
港鐵康樂會(MRC)  電話：2993 2468

九龍灣康體中心 
電話：2993 2580 / 2993 2581
荃灣康體中心 
電話：2611 7566 / 2611 7567

意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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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福利委員會 
** 2020 年端午粽券出售：即日至 6 月 19 日 ** 

銷售點：深水埗大埔道 6-8 號福耀大廈 2 字樓       電話：2776 7242 

美心系列  零售價 會員價 

美心家鄉靚粽(孖寶套裝) 

(一品家鄉粽 450g、貴妃豆沙粽 210g) 
$165 $99 

原粒瑤柱裏蒸粽(經典套裝) 

(裹蒸粽 600g、貴妃豆沙粽 210g、桂花豆沙粽 210g) 
$299 $176 

尊貴薈萃(禮盒套裝) 

(原隻鮑魚瑤柱粽 260g、嘉興粽 270g、一品家鄉粽 450g、貴妃豆

沙粽 210g) 

$348 $233 

原粒瑤柱裹蒸粽 600g $167 108 

一品家鄉粽 450g $99 $65 

精緻裹蒸粽 400g $118 $79 

嘉興粽 270g $80 $52 

冰粽系列：果蜜、甜品(每隻約 60g) 

- 果蜜系列：芒果味、蘋果味、楊枝甘露味、黑糖味各一隻 

- 甜品系列：綠茶紅豆味、紫薯味、柚子蜜味、芝麻味各一隻

 

$8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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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福利委員會 
** 2020 年端午粽券出售：即日至 6 月 19 日 ** 

銷售點：深水埗大埔道 6-8 號福耀大廈 2 字樓       電話：2776 7242 

富臨系列 零售價 會員價 

三星拱照賀端陽粽套裝禮券 

(瑤柱裹蒸粽 + 家鄉鮮肉粽 + 蓮蓉梘水粽) 
$158 $138 

 

陶源系列 零售價 會員價 

原隻鮑魚裹蒸粽禮券 $198 $183 

 

鴻星系列 零售價 會員價 

蓮蓉鹼水糭(每份 2 隻，每隻重 220g) $96 $78 

紅豆鹼水糭(每份 2 隻，每隻重 220g) $96 $78 

原粒瑤柱火腿糭(每份 2 隻，每隻重 230g) $136 $116 

原隻鮑魚竹筒糭(每份 2 隻，每隻重 280g) 

(升級為 2 隻鮑魚和新加入鮑螺粒) 

$196 $170 

金華兩頭烏瑤柱裹蒸糭(600g) $148 $120 

極品裹蒸糭組合 

(金華兩頭烏瑤柱裹蒸糭 600g + 蓮蓉鹼水糭 220g) 

$190 $158 

皇牌火腿糉組合 (原粒瑤柱火腿糭 230g + 蓮蓉鹼水糭 220g) $116 $97 

凡購買鴻星糭滿$400 送楊枝甘露券 1 張(價值$112)，多買多送！ 

 



交通運輸行業委員會

預防預防

新型冠狀病毒及
呼吸道傳染病
新型冠狀病毒及
呼吸道傳染病

保持良好個人衛生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以梘液和清水清潔

雙手，搓手最少20秒。

‧或用含70-80%酒精搓手液潔手。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以紙巾掩蓋口鼻。

‧外出時應戴上外科口罩。

‧盡量避免前往受影響地區，並出現發

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應盡快求醫。

保持良好的工作環境
和廁所衛生

‧廁所配備梘液和抹手紙，確保冲廁系

統運作正常，保持清潔乾爽。

‧保持工作場所空氣流通。

‧定期把清水注入U型隔氣口。

‧用1比99稀釋漂白水或70%酒精進行

日常清潔和消毒，常接觸面每日最少

消毒兩次。

‧嚴重污染地方以1比49稀釋漂白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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