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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6日港鐵

公佈新修訂

的『票價機

制』中新增

了服務表現

懲罰機制，

這 樣 雖 然

會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但這種有罰無獎的制度會令

前線員工的壓力更加大，更加會將“指責文化”擴

大，而且在增加新機制前管方和政府也從未咨詢工

會的意見，為此工聯會鐵路工會聯席會議之4間鐵路

工會於4月19日聯名去信運輸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先

生，要求會面表達意見。

工會去信運輸房屋局

表達對懲罰機制   

    我們認同公司一向非常重視安全，服務表現等，但對默默耕耘的員工，他們應得的薪金

和福利卻不被同等的重視，可以說是被漠視，對員工極不公平！試問沒有員工的全力支持和

配合，今天港鐵能有這麽好的成績和表現嗎？

    港鐵經常被表揚取得國際獎項而感到自豪，更要求員工使港鐵更強更大(from great to 
greater)，對公司的要求，員工已盡心盡力地完成！但管方是否也願意以「用心聽‧用心
做」的態度回應員工的訴求呢？

    我們希望管方真的兌現他們在調查報告中的承諾：認真檢討員工的薪酬。因此我們提出

四點訴求：

1.	今年薪酬調整額外增加2%回應員工意態調查對薪酬的不滿

2.	盡快提高前線員工的起薪點

  調查結果顯示年青及新入職的員工，對薪酬及福利最不滿。公司近年不斷減少新入職員工

的福利，起薪點也沒改善，這反映在難招聘及流失率高。因此必須改善新入職員工的待

遇，以便加快招聘人手，減輕前線員工不足造成的工作壓力。

3.	回復年資增薪點

  員工的年資沒有在薪酬調整機制中得到反映，新入職或晉升的員工長期仍在薪幅的底部，

頂薪點像天上星星，只能看，永遠攀不到，打擊員工士氣。

4.	因應通脹，每年調整頂薪點

  港鐵今天的成績有賴資深員工的長期貢獻，但頂薪點長期得不到調整，變相蠶食己到頂薪

點同事的退休金保障。

    總括而言，管方要求員工做到世界一流公司的同時，是否也給予一流的待遇給員工呢？

我們只要求付出與收入相應的回報！

    公司於今年三月公佈了

2 0 1 2年的員工意態調查結

果，調查內容主要分為1 7

個類別，包括員工對工作環

境、歸屬感、培訓發展、工

作量、薪金及福利等等。是

次調查與上次2008年的調查

相比，有多項的結果都是近

似的。最明顯的是“安全和

作業環境”及“歸屬感都

是最多員工有正面回應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薪金和福

利、工作量、溝通等幾項，

於201 2年及200 8年連續兩

次的調查，員工的回應相對

都是最負面、最不滿意的幾

項。這反映了什麼問題？

反映薪福被漠視員工意態調查

關注港鐵人手不足、反映員工苦況，

工會與傳媒茶聚
    工聯會轄下港鐵4個工

會，包括香港鐵路員工總
會、香港鐵路職員工會、

香港

鐵路管理及專業人員工會
及香港鐵路從業員總工會

4月7日在立法會與傳媒茶
敘時表

示：關注港鐵員工人手短
缺情況。香港鐵路員工總

會副理事長麥培東說，自
兩鐵

合併後，載客量由合併前
每天的380萬人次，大幅增

至現時平日每天420萬人次
，但

在此期間，港鐵職

員人數僅輕微上升

5%，而在2017年前

港鐵將有大量職員

退休，擔心人手短

缺情況逐漸加重，

長遠將難以應付龐

大的客流量。

憂慮

與鄧家彪議員合影



會將推出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保健咭，以

迎合各位會員及家屬的需要。

保健咭內容：

‧全年洗牙一次

‧無限次口腔檢查

‧兩口內X光照片

‧補牙一齒及脫牙一齒(智慧齒除外)

詳情請向工會查詢，電話：2827 2226

中央集中運作的制度模式
新加坡屬於新興發達國家，採取國家資本

主義模式，強調政府在經濟社會運行中的調

控和主導作用，在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運

行中同樣體現政府集中管理的特點。首先是

各社會保障項目都集中到中央公積金計劃，

由政府統一提供。不僅包括住房、養老、醫

療等項目的制度設計，而且包括政府統一提

供的產品和服務，例如政府出資建設的組

屋，經營的醫療機構等。其次表現在公積金

的歸集和管理上。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由雇主

和雇員繳費，但是必須由中央公積金局作為

政府代表，負責相關制度規則的制訂，由中

央公積金局下屬的政府投資公司負責大部分

資金的投資營運。

儲蓄型養老保障模式
養老保障制度運作模式一般有3種，

現收現付制、自我儲蓄制和部分積累制。美

國的老年、遺屬及殘障保險計劃是典型現收

現付制。中國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則採取部

分積累制。新加坡中央公積金計劃是儲蓄型

保障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特徵是參保者

在就業期間，按照儲蓄方式積累養老保險基

金，以此作為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儲蓄型養

老保障模式下，基金存續跨度長，要實現基

金保值增值，對外部經濟環境和自身基金管

理水平要求較高。新加坡中央公積金計劃建

立多年來，一方面由於外部經濟環境平穩，

加上自身良好的管理運作能力，中央公積金

不斷發展壯大，在實現保值增值同時，促進

了新加坡經濟發展。

市場化與專業性的投資管理
模式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大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

資公司負責具體投資運作。目前新加坡政府

投資公司已躋身全球最大的100家基金管理

公司的行列，它秉持市場化管理模式和專業

化投資理念，通過200多名投資專家在世界範

圍內進行資金投資，其中大部分資金投在北

美，其次是歐洲和東亞國家。此外，由公積

金成員自主投資的部分，也是通過在資本市

場選擇相應的投資工具進行市場化管理。而

保險計劃基金則外包給市場上資產管理公司

進行專業化投資管理，這樣體現了市場化和

專業性特點。

葉育寧

本
費用$330

﹝鐵聲論壇﹞

血濃於水 送暖雅安
    我國四川省雅安蘆山縣於

4月20日發生7級大地震，死

傷人數達1.1萬人，超過150

萬人受災，災民流離失所，

災情嚴重，救急扶危刻不容

緩。工聯會本著血濃於水，發揮

互助友愛的精神，已從「香港工

會聯合會救災慈善基金」撥出20萬元，

捐助內地受災同胞，

為賑濟災民盡一分力。

    並且於4月27日發起全港街頭籌款，本系統

共20多名義工參與了是次籌款活動，許多義

工剛剛收工就趕到街站幫忙，毫無怨言。

來幫忙的義工春生叔不僅出力還出錢捐

助1000元，令在場的義工都十分欽佩！

大家表示身為中國人為災區的同胞出一

分力是應該做的事情。



香港鐵路職員工會

2013年周年會員代表大會
新 春 聯 歡 晚 會

    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晚上，香港鐵路職員工會假座西鐵元朗站

彩晶軒酒樓，舉辦2013年周年會員代表大會暨新春聯歡晚會。該晚出

席會員、退休會員及嘉賓超過140人，筵開12席，場面十分熱鬧。當

中包括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鄧夏夜副處長、立法會議員譚耀宗先生、鄧

家彪先生、工聯會屬下之鐵路系統香港鐵路員工總會、香港鐵路管理

及專業人員工會，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香港電車職工會等工會代

表，以及港鐵公司高層代表、九廣鐵路公司總裁及各鐵路友會之代表

等等。

    港鐵車務營運主管李聖基先生及港鐵車務經理黄琨暐先生亦先

後上台致詞，及分別頒贈紀念品給予2012年至2013年度之6名退休會

員。

    大會當晚獲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贊助，並舉辦聽覺保護講座，

希望藉此提醒在

座會員及嘉賓工

作之餘，亦要好

好 保 護 本 身 聽

覺，講座附設有

獎問答遊戲，會

員積極參與，反

應熱烈。

參加工聯會反對

強積金對衝機制遊行

鐵路運輸專業管
理人員協會邀請
資深體適能教練
舉辦體適能講座

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副主席王大剛(左起第六)

獲優秀工會工作者獎

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燒烤同樂日
2013年3月24日是鐵從一年一度的燒烤聯歡同樂日，由於價廉物美，

最適合會員一家大小歡聚，因此很受歡迎。活動當晚近百位

會員及家屬參與，場面熱鬧。會員大快朵頤享用多款

燒烤食物，７圍爐火座無虛席。之後尚有遊戲

比賽、搖搖花式表演、拍攝環節。

嘉賓、理事、會員、小朋友樂也

融融。是次活動提高了會員工

友的凝聚力

及對工會的

認受性，促

進鐵從會務

更加朝氣蓬

勃。

活 動 花 絮

鐵從工會近百人參加燒烤嘉年華

工友團結 議員協助
電車工友成功爭取公平待遇

    香港電車公司於1904年投入服務，

服務市民超過一百年。

    近年，電車公司員工的權益漸漸

被忽視，員工中存在同工不同酬問

題，過去電車公司在超時補償上，補

水比率新舊同事之計算方法各有差異，

舊合約同事的工作超時補償率為1.5

倍，新同事為1.25倍，另外新同事在超

時補償工作時數計算亦比舊同事計算方

法少去一個小時(舊制工作八小時以上

為超時工作，新制工作九小時以上才為

超時工作)，【香港電車職工會】在集

中工友意見後認為工友們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樣的，因此在計算超時補

償上，無論新舊同事理應同工同酬，以免造成工友之間的矛盾。

    工會多次去信公司要求就此問題商談不果，轉而向王國興議員求

助。王議員得知事件後便立即加以了解及協助，除去信公司外還與理

事會開會聽取工友意見。但公司始終不願就此問題同工會正式會談。

在群情汹涌下工會聯同60多名司機於2012年10月發起請願行動，王國

興議員到場支持。及後電車公司才終於肯就事件與工會開會溝通，最

後電車公司決定從善如流，宣布由2013年2月起補水比率及補水計算

時數方法，新舊同事將劃一計算方法，新同事們十分高興得到平等對

待，並對王國興議員的大力協助十分感激。

	 	 為此理事會成員一行6人於2013年3月27日到立法會致送“日以繼

夜為勞工，夜以繼日為基層”的錦旗予王國興先生，以表謝意。希望

他繼續為基層打拼，為勞工發聲！

電車工會致送錦旗給王國興

議員

本系統50多人參加工聯會51遊行



有關個人資料使用通知

本會一向致力保障會員的個人私隱及資料，並遵從「職工會

條例」、「職工會登記局條例」及「會章」所訂處理會員資

料。凡加入本會成為會員的過程中，我們會要求會員提供個

人資訊，並同意用作處理申請人加入工會、維護權益、提供

福利及相關服務活動之用。我們將繼續使用您的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電話號碼等不同聯絡方式，通知會員有關本會、

工聯會各機構的上述服務和活動。

會員如不欲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請以郵寄

（工會地址）、電郵（工會電郵）或傳真（工會傳真號碼）

形式告知本會。

 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香港鐵路職員工會

 香港鐵路管理及專業人員工會

	 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 啟

MAY/2013

2
Email:railway.ftu@gmail.com

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

香港鐵路職員工會

香港鐵路管理及專業人員工會

香港電車職工會

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鐵路工會系統出版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09-211號金軒商業大廈2字樓    電話：2827 2226    傳真：2827 2000

善 用 鐵 路 發 展 機 遇
協助產業發展

	長遠方面：
1.制定具體的政策及規劃	

雖然政府有推出公眾參與的檢討及修

訂長遠的鐵路發展策略的咨詢，但更

有需要組織一群對鐵路規劃有認識的

人才，成立香港鐵路發展研究機構，

共同研究發展策略及制定具體的規

劃。

2.積極培訓專業人才	

香港鐵路的管理聞名世界，不少國家

包括亞洲和歐洲多國及國內多個省

份，都有港鐵提供顧問服務或直接參

與營運。港鐵在培養人才及為香港在

鐵路管理方面打造成世界名牌走出了

重要的一步，但要進一步發展，將香

港變成世界鐵路營運及管理的培訓基

地，單靠港鐵而沒有政府的支持與參

與，怕難以持續發展。國內鐵路發展

一日千里，其中有賴國家培訓不少鐵

路專業人才。然而香港政府在培訓鐵

路專業人員方面，完全沒有一個長遠

計劃。建議政府在大專教育中加入鐵

路科技、管理等科目，從而培養有關

專業人才。

3.支持及協助本地鐵路科技發展	

國內高鐵發展之快，震驚世界。其中

主要原因是國家對外國技術的引入，

新科技自行研究及發展投下不少資

源。本港鐵路科技的發展其實也不惶

多讓，八達通技術就是本港自行研發

的技術，再而揚威海外。在如此資源

有限的條件下，也能發揮如此成就。

相信，如果政府能在這方面多加支持

及協助，定能造就出更多鐵路專業人

才及新科技。

今年的施政報告，雖然提出發展以鐵路為主的交通運輸系統，但是長遠

鐵路發展策略方面著墨不多，只簡單介紹現時鐵路的情況，及提倡綠色

交通工具以鐵路為主巴士為輔的政策，但卻缺乏具體的措施配套，包括

技術發展、人才的培訓及政府的支援等等。因此【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

員協會】對施政報告中鐵路運輸發展有如下建議。

4.發展本土鐵路電子產業	

香港建造每一條鐵路都動用數以百億

元去買外地的系統，本港的企業和工

人卻未能得益。香港雖然沒有生產重

工業的條件，但電子產業，如電子收

費及各類型的鐵路管理及監控系統，

香港是完全有能力發展。

建議提升配置本土設備的成份，例如

像其它地區，在建新鐵路時，要求有

相當比例的設備需購自本土，而政府

則給予稅務優惠或從港鐵的股息中回

饋部分作為鼓勵，逐步擴大鐵路相關

的生產行業。

短期方面：
1.舉辦入職前的短期課程	

由於有五條鐵路相繼發展，需要大量

人才，建議政府舉辦一些短期課程，

培訓有意投身鐵路行業的人士，在未

入職前己掌握基本的鐵路理論，加快

入職後的磨合時間，從而解決燃眉之

急。

2.舉辦一些世界性的鐵路科技交

流會議或展覽	

通過舉辦一些世界性鐵路技術交流會

議或展覽，吸引更多世界各地或本地

的人才，從而協助鐵路技術的發展。

更能提升市民對鐵路發展的關注及認

識，避免產生因鐵路發展初期對市民

造成不便而引發的抗拒，使鐵路的發

展更容易推行。

    最後希望政府能縱覽全局、放眼

未來，在發展鐵路為本港主要交通運

輸工具之同時，能有效地協調其他運

輸系統的發展，避免此消彼長，造成

社會矛盾。【本文發表於2013年4月10日星島日報】

前

言

【鐵聲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