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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旅遊業改革的意見

關注香港旅遊監管局
成立後的僱員權益

主席

余莉華

香港議論多年的旅遊業體制改革，終於走出了第一步。香港
旅監局成立已經擺上了立法會的議事日程。作為旅遊從業員對此
事應給予足夠的重視，不可掉以輕心！
長期以來，香港的旅遊業奉行自律守則，由僱主組織的香港
旅遊業議會把持大局，它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又是紀律的制
定者。當旅遊業市場發展蓬勃時候，旅遊糾紛随之增多時，就顯
得力不從心。在處理旅遊糾紛時給人一種自說自話，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給人一種無力感。
香港旅遊業有諸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關鍵是缺乏一個有
權威的領導機構。今次政府終於走出了重要一步，同意成立旅監
局，是帶給香港旅遊業改革的一個重要起點。成立旅監局的議案
已提交立法會。

記者新聞發佈會

導遊證的發放是今次改革的重點之一。現在香港導遊證由商
會聯會發出，是全世界最沒有權威的導遊證，在一個國際化的都
會，這是一個諷刺，這種狀況必須要改正。不能讓商會控制僱員
的職業生活這種狀況繼續下去。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香港旅遊業僱主和僱員之間長期存在的
一些問題也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視。旅遊僱員如︰導遊、領隊在為
僱主工作時很多都是沒有勞工保障！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但在香港旅遊界已經是司空見慣，變成是一種正常地存在著。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香港外遊領隊
協會都在不同的場合、各類的討論、各種的會議、以及記者新聞
發佈會上都為此發聲，強調導遊、領隊在為旅行社工作時的僱員
身份必須明確，必須享有僱員應有的權益。希望在這次香港旅遊
業改革的時候，能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視。我們同時希望各
位會員導遊、領隊及業界同行更要關注這個切身的問題。
旅遊業是一個綜合性行業。它包括食、住、行、娛、購、
遊六大方面，單單管理旅遊企業、旅遊從業員的機構，很難涉及
和管理到酒店、餐廳、旅遊景區、交通等機構。成立旅監局是香
港旅遊業改革的第一步，今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不要指望旅
監局能解決香港旅遊業面對所有的問題，但是這一步是必須要走
的。

在政府總部介紹旅遊條例草案

香港工聯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
香港外遊領隊協會都非常重視關於僱員部份的內容。
旅監局的成立，在導遊的職業資格方面我們工會認為︰
首先，要確保導遊職業生活的持續。所有願意繼續導遊職業
的香港持證導遊都能順利銜接，不能因為發證機構的變更，不能
因為行政手段，制定的法規而有所影響。
另外，導遊的持續進修的課程必須要進行改革。現時導遊的
持續進修的課程完全由香港旅遊業議會把持，必須要進行改革，
一些老化的教材，一些重復性的課題，一些壟斷性的手段都要更
改。要使導遊持續進修課程更能貼切導遊實際工作中的需要。恢
復當年由政府、僱主、僱員、培訓機構的四方來組織管理僱員的
培訓。

在立法會約見蘇錦樑司長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

理事會成員

第六屆理事會名單（2017-2020）
主席：余莉華
公關主任：胡淑儀

副主席：余瑞輝
康樂主任：廖燕華

理事： 區慧旋 梁芳遠 曾結儀 余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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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陳兆麟

司庫：蔡月仙

培訓主任：黎文英

工作的態度

導遊/領隊面對
客人責難時應有的態度
面對客人壓力時，作為導遊/領隊人員必須懂得如何，處理和平息，我們
應該運用以下的十六字互勉之：
秘書長

冷靜清醒

「有理有節」

冷靜使人清醒，使人理智穩健，沉著有條不紊，寬厚豁達少
犯錯誤。但冷靜不等同於冷漠。人生需要冷靜也需要激情。激情
使人豪放，幹練高效，愛恨分明，無所畏懼，鍥而不捨，勇往直
前。但萬不可盲目的亢奮而喪失清醒的頭腦。激情不等同於衝
動。

【理】，意為：事物的規律，是非得失的標準。

面對錯綜複雜的事物，身處千鈞一髮的關頭，人需要冷靜。
被人誤解、嫉妒、猜疑時，人需要冷靜。朋友有難、傷感、頹廢
時，人要有激情。得意、順利、富足、榮耀時，人需要冷靜。失
意、挫折、窮困、低迷時，人要有激情。面對金錢、美色、物欲
誘惑時，人需要冷靜。面臨理想、前途、命運的抉擇時，人要有
激情。冷靜地觀察世界，激情地打造生活！

尊重別人 尊重自己

【節】，意為：節制、管

束。

“有理有節”就是說：這樣做是有理由、有根據的，而且說
得是有節制的，不會過分，不會以理壓人。

「尊重」，是人別於禽獸而獨有的情感，它賦予和維持了人
的尊嚴。人必先懂尊重自己，才懂尊重別人；同時，必須尊重別
人，才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尊重自己，二者缺一不可。但必
須理解，尊重並不代表逆來順受。

五一遊行

工聯婦委要求延長產假

加強條例監管

保障僱員權益

陳兆麟

2017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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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交流

2017

海峽兩岸
及港澳地區

導遊論劍交流

2017年5月12日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莉華、理事曾結儀和余國麟一行十人應邀前往廈門、金門參加
2017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導遊論劍交流活動。
這次活動是第十三屆海峽旅遊博覽會的重要組成部份，它是由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導遊組織共同參與的
導遊交流學習之盛會。目的是通過導遊員的交流與學習，正確對待“導遊”這個職業的價值與理想，主動思
考自身的發展與定位，引導客人文明旅遊，提升服務水平，體現導遊作為文化交流的橋樑、知識傳播的重要
渠道，起到對外展示形象窗口的重要作用，讓社會了解導遊的職業本質。
參加會議和活動的機構有﹕福建省旅遊協會、廈門市導遊員基層工會聯合會、台灣觀光領隊協會、台灣
導遊協會、台灣導遊領隊總工會、金門縣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澳門國際註冊導遊
協會、廈門市導遊協會、金門縣領團解說員協會共四百多人。
此次活動的主題是︰

傳播中華文化、共論職業發展。
抵達廈門後，我們首先參加了《2017廈金兩
門旅遊節》啟動儀式。
下午乘船往金門，受到熱烈歡迎。
到景點“莒光樓”參觀，在這裡和各地的眾
多同行見面，氣氛熱烈與歡喜。
晚上金門縣政府設宴歡迎全體與會的人員。
5月13日是活動的重頭戲。上午到金門酒廠舉
行《中華好導遊共釀一壇酒》活動。
參加2017廈金兩門旅遊節啟動儀式

下午舉行2017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導遊論劍
交流。

與台灣新北市觀光導遊協
會負責人合照

金門同行歡迎參加活動的導遊

在金門莒光樓與各地導遊合照

晚宴上與
金門縣副
縣長吳成
典交談

在金門酒廠參與 《中華好導
遊共釀一壇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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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迎晚宴上和金門縣吳成
典副縣長交談

第一階段︰風彩展示

“魅力名導遊，中華好故事”
由來自不同地區導遊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
文化好故事” 為論劍主題進行演說展示，每人五
分鐘。
香港區由：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理事、香港
持證導遊曾結儀小姐代表以《香港圍村傳統習
俗―盆菜》為題進行演說展示。

主持人和廈門、澳門、金門、香港、台北的名導在論劍台上

第二階段︰兩岸旅遊業界倆位專家分別演講：
《全域旅遊與導遊職業發展》及《導遊精細化服務》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莉華在
《導遊職業發展沙龍》上發言

第三階段︰導遊職業發展沙龍
主題從3個方面進行闡述︰
1. 匠心引領 匠藝耕耘
2. 全域旅遊 導遊服務
3. 社會責任 勇於擔當
首先由：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香港導遊培訓課程導
師、香港持證導遊余莉華女士 闡述了自已的觀點，獲得點評專
家呂龍根教授的點讚。
專家呂龍根教授點評

第四階段︰發表共同宣言
全體與會人士手持一杯斟滿的金門高梁酒，共同宣讀：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理事香港持證導
遊曾結儀在論劍台上展示風彩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莉華和
理事余國麟、曾結儀 與廈門導遊協
會會長黃磊、 秘書長杜霓合照

《2017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導遊共同宣言》

恪守誠信執業

踐行以人為本

倡導文明旅遊

增強安全意識

提高導遊藝術

弘揚中華文化

塑造良好形象

爭當最美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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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理事、香港持證導遊曾結儀在2017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導
遊論劍活動中在“魅力名導遊，中華好故事”的演說展示
理事

曾結儀

香港圍村傳統食制 「盆菜」
在香港九龍城附近的一個公園里有一塊很大的石
頭，上面刻着“宋王台”三個大字。它記載了十三世
紀在中國 歷史上的一段風雲變色，又與香港很有關連
的流傳，那就是南宋的未代皇帝被元兵追逼，在張世
傑和陸秀夫護送下，輾轉來到香港的故事。
宋朝皇帝趙罡和趙昺在元兵的追逼下，由北向
南，來到了香港的九龍半島海邊一個官辦的鹽場。除
了官方人員接待，當地的民眾也紛紛拿出自家不同的
食物來款待皇帝。由於人多，盛裝食物的器皿不夠，
大家就將各種不同的食物都裝在一個大盆內一起食
用。
這種將不同的食物裝在一個大盆內的做法，就保
留下來了，一直流傳到今天。這就是香港圍村內民眾
的一種傳統的飲食習俗 ~ 盆菜 。
傳統的盆菜分為多層，將整理好的食物層層疊疊
地放進盆內，這個工序叫“打盆”；上層放較名貴和
需要先吃的食物，比如乾煎蝦、雞，鴨 等；中層放
紅燜豬肉、魷魚乾、冬茹、魷魚、發菜、蠔乾、魚蛋
等；下層會放有蘿蔔、芋頭、豬皮等。而紅燜豬 肉是
盆菜必不可少的，它製作水平的質量高低，直接影響
盆菜的素質。
香港圍村盆菜代表着獨特的文化含意。它與其他
的筵席不同，盆菜有「和詣」和「凝聚」的力量，大

至一鄉一族一村邀請賓客，小至一個家庭，都圍在一
起品嚐美食，同時也是促進交流增進情感的時候。
盆菜也代表「平等」，家富者和家貧者都可一起
共食，當中沒有甚麼繁複的禮儀，更沒有分等級入
坐，在傳統吃盆時，村民不分你我，互相信任。
現在越來越多人將盆菜塑造成代表香港的菜式，
盆菜的熱潮逐步由新界鄉村民俗轉變為香港大眾文
化。新春過節新界各鄉村都有擺設盆菜，在慶新春之
餘也是與眾同樂之時。而在市區，也有很多的團體和
家庭將“盆菜”作為節日或慶典聚餐的形式。
這種帶有香港鄉村特色的傳統飲食習俗，一直流
傳了七百多年，不單沒有消失，還越來越興旺。這正
是我們中華文化的傳承。

傳統習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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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職業發展沙龍
香 港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香港導遊培訓課程導師余莉華在2017
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導遊論劍活動中在導遊職業發展沙龍的發言。
匠心引領

匠藝耕耘

將旅遊活動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看待。從宣傳推廣到遊
客抵達及離境完成旅遊活動的一整個過程我們稱之為系統工
程。旅遊企業(旅行社)是這個系統工程的主角。
當今社會是一個高度資訊化的社會，旅遊產品要在取得
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旅客產品不僅要創意好、品質
好還要宣傳好。要縮短在旅遊活動過程中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
之間的距離。
要瞭解民眾的生活，他們的生活需要什麼樣的內容 ? 所以
作為旅遊業者要有創意，要挖出旅遊產品的文化內涵。只有把
旅遊產品的文化內涵和當下的社會生活對接，才能吸引民眾的
注意力，影響眾人對旅遊產品的興趣，進而參與旅遊活動。
我們要做好調查研究。瞭解分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喜歡
的文化元素，大眾喜歡以什麼方式和手段接受旅遊產品資訊，
不同年齡段的群體有些什麼差異，人們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來渡
過閒暇時間。

主席

余莉華

現實是香港的業者已經感到網絡對旅遊團隊的打擊是明顯
的。即使我們在網絡上去爭取客源，亦是自由行的客人居多。
因為我們的網絡推廣定位是中高端的客源。當市場定位後，網
絡推廣的方向就需要在旅遊資料上下功夫。
當社會全方位對網絡高度重視之際，我們不要忘記傳統
的、有效的推廣模式：
一. 是有良好的信譽。
二. 是和客人建立得到信任的關係。
旅遊企業一個重要的元素是要爭取盈利以求生存、發展。
所以要重視自己手上的資源、客源以及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切不可去“跟風”而使自己陷於被動的地位。

社會責任勇於擔當
1.

導遊是本地區的形象大使：

導遊人員的素質和服務質量又是一個地區的素質和文化修
養的反映，更是旅遊企業的代表人物。

要想辦法讓本地的文化資源活起來，必須採用能讓大眾
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展示。

要明白禮儀是一種社會立足的資本，舉止得體，也是個人
自信的表現。因此，導遊的儀表、儀容、身體語言的要求
就與眾不同。

全域旅遊導遊服務

2.

旅遊企業要讓旅遊產品格調和人氣齊飛。要讓我們所在
地以最美的姿態迎接賓客的到來，就要對所在地的文化的繼承
和拓展。旅遊業者對所在地的文化要瞭解它的精華，並保護繼
承用各種不同的形式賦予新的表現因素。

努力鑽研業務不單是旅遊服務工作的需要，也是職業道
德的要求。以熟練的服務技巧和廣博的文化知識為基礎，服務
於遊客，是導遊存在價值的體現。

1.

注重導遊詞的組織和使用。

導遊詞是直接提供導遊員進行講解時使用，是在景點現
場進行實地說明，要與現場景點緊密相連，不可脫離景觀的實
際情況，提供的資訊要使遊客能看到並感受到。
導遊不能只通過良好的外形條件去完成工作，他必須是
一個雜家，上知天文地理，下識民俗民風及本地社會的生活細
節。為此對導遊知識的要求，就是內行看你不外行；外行看你
是內行。在資訊發達的現今社會，導遊的知識面一定要廣。

3.

提高服務技能：

要寓教於遊：

導遊人員必須是一個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的愛國者。要讓
遊客感受導遊對家鄉對國家的熱愛，通過導遊講解人文歷史、
對山水風光的闡述，使遊客得以瞭解本地區的文化特色和民族
文化，受到寓教於樂的作用。

4.

提倡環保：

維護生態環境是當今社會對旅遊企業、對導遊人員提出
新的要求。從認識到提倡環保，維護生態環境是旅遊業、特別
是本地旅遊景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們對社會責任
的承擔。

導遊詞是對生活的一個截面，是對生活口語化的藝術表
現，同時是對自然生態之美和地區民眾日常生活及歷史進行美
的傳遞。導遊詞不是充滿技術細節、也不是過度文化的產物，
它是給人以趣味，當中富有知識上的滿足，瞭解歷史隱秘快
感，在當下為煩囂生活帶出一片清新的空間。

2.

用各種不同方式推廣本地的旅遊資源

其中網絡的推廣是重要手段。怎麼能將遊客吸引過來，
幾乎是旅遊業界的永恆話題。我們設想，在推廣時要有一個市
場定位，這是一個自我評估和對市場認識的問題。以香港為
例，一直以來都是以購物天堂為主要定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
幾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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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訊

帶 團 常 用 部 份 資料分享
成為一個合資格的專業導遊後，當帶領著不
同國籍旅客遊覽香港時都會用不同的風格及故事
來吸引著旅客的注意力。從而令往後的工作更加
有說服力及順利。達到完成指標及目的。
所以在旅途中準備常用的基本資料是須要
的。現分享部份經常會用的資料。導遊們可將他
生活化及有趣化，從而與客人有一個共同語言打
開客人的心窗。
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全港總人口超過730
多萬，大約90%以上是華人。另外，本港人口年

齡中位數為42歲。男性及女性的分報是920名男
性及比 1000 名女性，反映女多男少。平均每位
打工仔每月入息中位數為1.1至1.3萬元。
在香港行程中，在我們車邊經常會看到很
多摩天大廈。香港是一個擁有大量摩天大樓的城
市，由於香港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因此建造摩天大樓的經濟效益在香港特別明顯。
以150米作為摩天大樓的界定門檻，香港現存摩
天大廈不少於215棟。香港的摩天大廈不限於商
業大廈，亦包括了住宅。

有最高的10棟，分別如下（以高度不少於200米的香港主要摩天大廈列表，有Λ者為住宅大樓）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文名稱
環球貿易廣場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中環廣場
中銀大廈
中環中心
如心廣場一座
港島東中心
長江集團中心
天璽Λ
河內道18號

英文名稱

高度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Central Plaza
Bank of China Tower
The Center
Nina Tower I
One Island East Centre
Cheung Kong Center
The Cullinan Towers 1&2
18 Hanoi Road

樓層 所在位置
484m
134 西九龍
412m
90 中環
374m
78 灣仔
367.4m 72 金鐘
346m
73 中環
320m
80 荃灣
308m
70 鰂魚涌
282.9m 62 中環
269.9m 73 西九龍
261m
67 尖沙咀

落成年份
2010年
2003年
1992年
1990年
1998年
2008年
2008年
1999年
2008年
2008年

副主席 余瑞輝

以上的摩天大廈一定會有在我們行
程中身邊經過。 這就帶出香港從一
個漁港變遷成國際金融中心。
另外，簡單的稅制相對其他國家及
地區，香港也可說是免稅港 ( 課稅
物品除外) 。 所以旅客可在此放心
購買高級物品。當然也有不同價格
的商品可供選擇。
以上的部份分享可希望帶出導遊們
出團時的靈感及增加帶團時的話
題，帶出正能量，吸引多些旅客到
港，為香港出一分力，發一分光。

以上資料取材在戶聯綱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海洋公園培訓

理事 廖燕華

旅遊條例培訓

隨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推行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公約》生效，非物質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這概念愈趨普及，香港亦逐漸重視
和保育本土文化遺產。
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多達
個項目，粵劇就是香港的首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480
而涼茶、大坑舞火龍、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
遊湧、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巳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此外，由康文署公佈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清單中還有：圍頭話、廣東吟誦、舞麒麟、紮作技
藝、戲棚搭建技藝、 車公誕、傳統曆法、盆菜、港式
奶茶製作技藝等等。

迪士尼培訓

作為香港專業的導遊都須要知道瞭解非遺的項
目，不單反映了多元而又豐富的文化內涵，當中更包
含一些逐漸失落的傳統。除了探討相關的歷史和鄉間
故事外，並希望使文化遺產得以保護及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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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瀕危動植物培訓

活動與交流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獲 香港工會聯合會頒發
《 2016年度發展和鞏固會員表現傑出團體獎 》
這是工聯會對香港專業導遊總工
會理事會及全體會員在 2016 年度發
展和鞏固會員工作中的肯定；也是對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工作所作出的評
價和鼓勵。我們全體會員在感到鼓
舞的同時，將榮耀看成為鞭策，在
2017 年內再接再厲，繼續努力，把
鞏固會員的工作做得更扎實，將會員
發展的數量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
2016發展及鞏固獎
余莉華2016發展會員銅獎

寧夏之旅
在初夏的五月，工聯會一行十八人的工會工作者
參觀團，來到了有着塞上江南之稱——銀川。

的清真寺。古樸的長城遺址和名
勝及黃河流域，真是印象難忘，
嘆為觀止。再回到現代的中阿之
軸，中華民族在這幾千年的變
化，真是一日千里。

在印象中它是一個很偏遠、荒涼、落後的地方；
但近年却在市場見到很多來自銀川的菜心。原來，她
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曾經是西夏王朝的首都；在
春秋戰國時期是遊牧民族地區；而現在是寧夏回族
自治區首府。有很多穆斯林風格的建築，更自 2010
年，成為中國及阿拉伯國家經貿論壇之永久舉辦地；
2012年，設立銀川綜合保稅區。

從銀川“中阿之軸”我們看
到中阿經貿論壇永久會址，阿拉
伯國家的人都紛紛與中國人建立
良好的關係。我們為祖國今天的
理事 區慧旋
成就而感到自豪。按著習主席的
一帶一路的構思，擴闊我們的視野，開拓我們的空
間，尋找新機遇，發展我們的事業，提升我們的生活
水平。這是香港人期盼的。我們要努力！

旅程中，感覺置身古裝武俠片，成為大俠，乘著
驢車，穿過峽谷。排列整齊的駱駝，在大漠中漫步。
還有遼闊的草原，接受蒙古族人送上的哈達。蔚藍色
的天空；襯托著金色的沙漠，一望無際，編織出一幅
美麗的圖畫。又來到岳飛所述之賀蘭山；還有到回教

在車上，各團員都分享自己的工作體會，感到工
會熱誠關懷，他 / 她們無私的付出，為工會的發展不
遺餘力。使我對工聯會有更多的認同和歸屬感。寧夏
之旅在歡笑聲中完結，各人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道別
了。期待著下一次的重逢。

我的一次西班牙馬拉松

理事

黎文英

今次想同各位會員分享，係在今年去西班牙的一次特色旅遊。旅遊 ~ 帶團就多啦！但
跑（馬拉松）係我從未在香港做過嘅事，就係參加在西班牙所舉行嘅（馬拉松 5 公里賽
事）。在那天的早上我們到達現場是非常熱鬧，
各參賽健兒都在熱身準備開跑，我就更加興奮！
現場有樂隊，更有扮到係（巴黎鐵塔）背著個塔
來跑，看來還十分辛苦。

開跑後，各自跑向終點，途中有經過舊日皇宮，我可不能白白錯
過還是來上一張，拍回幾張靚人靚景的照片。在一個從未跑過馬拉松
嘅我嚟講，今次都係一個挑戰。我們所跑的路線就係為紀念 1992 年
巴塞隆納舉辦奧運會，終點就是1992年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有一個這樣難忘嘅旅程都要多謝我們的理事長，她熟悉西班牙，
能帶出旅行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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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交流

工聯婦委聯歡聚餐之夜
每年3月8日都是工聯婦委聯歡聚餐之夜，會在大型的酒樓舉辦，場面十分
熱鬧有不同工會代表表演唱歌舞蹈開心高興，今年婦委聯歡盛會也必不可少，

理事

蔡月仙

還有記念品。
我是香港專業導遊總會的理事亦是旅遊工會婦
委副主任。希望各位導遊工作後之餘，都參加多些
工會組職的羣體活動，互相交流。我希望自己可繼
續推動多些會員參加婦委活動，增加會員盈聚力，
更可讓緊張的導遊工作後帶點輕鬆娛樂。
現在已開設了“專業導遊唱家班”，歡迎大家
參加。
『工聯回歸歌唱大賽2017』每位參賽者都有很好的表現。

2017植樹節
工聯會的工聯青委，每年都有參加植樹節。今年我們工會也派出代
表參與其中。活動當天，每間工會都有代表分享其屬會的活動。當中的
工會不少都有參與一些義工的工作，如探訪老人院，長者機構等。而我
們專業導遊總工會，派出專業導遊 鄭俊和先生就分享自己的經歷，他因
肝病與死神擦身而過，只因他得到肝臟的移植，從而康復過來。此後，
便積極參與力所能及有意義的義務工作。
他作為一名導遊，在帶團過程中把歡樂與關愛帶給旅遊參與者（團
友），這正是我們做導遊的
意願與目的，使社會充滿愛與希望，特別在現今社會環境複雜，
很多人破壞社會秩序及安寧，我們更要發揮正能量的訊息，關心
社會。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除了提供實用的知識給會員，一切為會
員利益出發，同時亦為社會的公益活動，不遺餘力。往後，希望
我們的會員多參與工聯會、旅遊工會所組職的不論是公益活動或
其他任何活動，都會使自己充滿正能量和身心愉快，感染身邊的
人。香港是我家，齊心建造一個愉快的家園。

參觀中國最大煉油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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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苗栗

活動與交流

尼泊爾旅遊局及航空公司高層

紅酒課程
水仙花課程

拜會尼泊爾導遊協會

傳統通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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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優惠

【2017感謝有您】是針對港澳地區指定人士提供第二晚免費住宿劵！
共有24類活動對象，凡符合資格人士須透過合作旅行社訂房，取得免費住宿劵(標準雙人房)，享第二晚
免費優惠。

【優惠對象(共24類)】
醫生、護士、消防員、警察、海關、入境處、懲教處、救護員、飛行服務隊、交通督導
員、醫療輔助隊、民安隊、港鐵員工、小巴司機、巴士司機、的士司機、記者、老師、
公務員、機場工作人員、旅行社工作人員（導遊/領隊）、義工、殘疾人士、留台畢業
生。
以上類別之在職 / 退休人士均可參加。

【酒 店】
1. 新北︰福容大飯店 淡水漁人碼頭     2. 桃園︰福容大飯店 林口
3. 台中︰福爾摩沙酒店 聯盟-中旅商旅   4. 台北︰玫瑰精品旅館 西門館

   

5. 墾丁︰泊逸渡假酒店 墾丁        6. 台南︰大坑休閒農場
※每位符合資格人士，可攜伴一位(不符合資格亦可)入住
※符合資格人士每一航程只可參與一次活動
※活動期間為2017年3月27日至9月30日（Tel:3163 6200 Fax:3520 0883 No.353373）

持工聯會合格會員証九折優惠

民宿

城堡
花露-精油

花露園

花露餐廳

苗栗卓蘭鎮西坪西坪4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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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ﬂowerhome.com.tw

T:04-2589 8565

Fax:04-2589 8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