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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祝 工慶 祝 工慶 祝 工慶 祝 工 聯會聯會聯會聯會 65656565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聯 歡 大聯 歡 大聯 歡 大聯 歡 大 聚餐聚餐聚餐聚餐    兩天團兩天團兩天團兩天團    
中山中山中山中山、、、、珠珠珠珠 海二天遊海二天遊海二天遊海二天遊    第一天：上午深圳接團~午餐大聚餐~翠享村【中山故居、紀念館】~知名企業 【華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住宿：寶塔明珠酒店(新張五星標準) 第二天：酒店內早餐~【圓明新園】~午餐(珠海)~蘇兆征故居、紀念館~淇澳【濕地公園】~送回關口 日期：2013年4月13、14日 (星期六、日) 費用：港幣$630元 單人房需加房間差額港幣$200元        小童1-9年歲，不佔床位港幣$430元 集合地點：容後公佈 聯絡人：譚集吉 電話：9633 8430   林凱長：9035 1520 截止日期：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名額40人~額滿即止 (報名需提供回鄉卡號碼、有效日期及聯絡電話) 

 

 
海洋公園門票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2 $2 $2 $229292929 元元元元////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2$2$280808080

元元元元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 3333----11111111 歲歲歲歲))))     $1 $1 $1 $116161616 元元元元////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1$140404040 元元元元 

 
東海堂西餅咭 

$$$$40404040 元元元元 ( ( ( (每張每張每張每張))))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0505050 元元元元    

 
美心西餅咭  

$38.2$38.2$38.2$38.2 元元元元 ( ( ( (每張一打每張一打每張一打每張一打))))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8$48$48$48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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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第 10 屆理事會(2013-2016)提名表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    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姓名    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    

      

      

      

      

      

 
提名人：______________會員編號：________ 2013 年 3 月____日 

 

說明： 

 (1)凡合格會員代表均可提名其他合格會員代表，或自我提名 

    為候選人。 

 (2)提名候選人名額不限。 

 (3)將被提名候選人姓名填寫在表格內。 

(4)並於 2013 年 3 月 15 日截止，請將此表格交回、寄回本會或傳

真 Fax：2770 3617，逾期無效。(郵寄則以郵戳日期為準)。 

 

聲名：本人已徵得上述被提名候選人同意。 
 

----------------------------------------------------------- 

 

(另附會員代表名單以供參巧)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 

              2013 年 2 月 20 日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 

第第第第 10101010 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提名提名提名提名(20(20(20(2013131313----2020202016161616))))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20202013131313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油麻地廟街九龍油麻地廟街九龍油麻地廟街九龍油麻地廟街 47474747----    57575757 號正康大樓號正康大樓號正康大樓號正康大樓 2222 字樓字樓字樓字樓    

填表須知填表須知填表須知填表須知：：：：    請在請在請在請在提名表格內填上會員編號及姓名提名表格內填上會員編號及姓名提名表格內填上會員編號及姓名提名表格內填上會員編號及姓名。。。。    
 

< 排名不分次序排名不分次序排名不分次序排名不分次序 > 

     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會員編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1 11 陳楚南 23 952 譚德明 2 21 許志輝 24 1028 李紀華 3 23 李廣 25 1073 葉志豪 4 53 陳國輝 26 1091 吳麗娟 5 60 李會球 27 1105 方嘉樂 6 110 李棟意 28 1157 張永昌 7 149 莫家明 29 1189 莫家文 8 150 李國正 30 1297 李健恆 9 209 譚集吉 31 1421 黃焯輝 10 214 鄭國強 32 1450 鄧繼存 11 348 黃炳榮 33 1465 何家強 12 365 蔡秋鴻 34 1526 黃志威 13 405 馮志明 35 1536 伍卓濠 14 461 譚培業 36 1541 高偉德 15 485 羅俊洪 37 1589 劉文輝 16 575 林凱長 38 1604 關宅軒 17 606 曾志鋒 39 1668 陳耀鴻 18 623 林楚文 40 1770 賴廣亨 19 650 梁金海 41 1833 何穎暉 20 661 白昌立 42 1848 黎學儉 21 768 馮樹桓 43 1884 孫智剛 22 793 施欽枝 44 1982 李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