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各位會員：

2022年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2021 年 會務報告



2021 年：
➢ 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



2021 年：
➢ 工聯會第38屆會員代表大會



2021 年：
➢ 本會第79屆理事會就任



2021年工作總覽

日 期 項目

1月 本會成功爭取電車員工疫情下加薪

1月 贈送百週年紀念保溫瓶

2月 救失業 度時艱 簽名行動

3月 撐全國人大決定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簽名街站

3月 出席工聯會第38屆會員代表大會

4月 工聯APP 賀會慶 迎五一有獎問答遊戲

5月 本會向公司爭取有薪疫苗假期，呼籲電車員工接種疫苗

5月 口罩贈會員行動2021

5月 本會首次推出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

6月 工聯會舉行傑出義務工會工作者嘉許禮2020，本會副主席余家豪
榮獲傑出義務工會工作者優異獎

6-9月 本會參與工聯會物流及交通行業委員會「百年歷程百年影展」電影專場



2021年工作總覽

日 期 項目

7月1日 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回歸 光影3D耀維港

7月2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暨工會跨越百年維港遊船河聯歡

7月5-6日 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2021

7月 參觀百年偉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題展覽

7月 河南省嚴重水災，本會撥款港幣20,000元賑災

8月 參與 FT Youth 國情知識大比拼

10月2日 舉行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頒獎禮

10月5日 與運輸及房屋局官員會面

10月 賀國慶會員大抽獎2021

11月7日 慶祝國慶72周年秋季一天遊

11月23日 去信公司要求2022年繼續加薪

11月下旬 推出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



2021年工作總覽

日 期 項目

12月19日 立法會選舉

12月27日 參觀駐港部隊展覽中心

全年 派發鐵路金暉社上、下半年長者生日福袋

全年 成功協助工友申請工聯職安健協會經濟援助



一、 權益工作



⚫今年，本地新冠疫情緩和，但疫情尚未消退，
接種疫苗成為控制疫情的關鍵…



⚫ 政府今年2月開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並在3月増設
優先接種群組，涵蓋電車員工在內的公共交通從業
員，可以優先接種疫苗。

⚫ 為此，本會多次發出會員通告，呼籲電車工友盡早
接種疫苗，又去信公司要求推出有薪疫苗假期，以
鼓勵更多員工接種疫苗，提升電車員工接種率。

⚫ 經過本會努力爭取，電車公司在6月1日宣佈推出
一天有薪疫苗假期。



⚫ 在員工薪酬待遇方面，本會繼今年1月與公司管理層
會面，爭取到電車員工在疫情下加薪後，在11月23

日再次去信公司，表達對2022年繼續加薪的期望。

⚫ 現時整體電車員工薪酬仍處偏低水平，既難吸引新
人入職，又再次出現了人手不足的情況。本會要求
公司2022年提高加薪幅度，以提升電車員工士氣，
避免員工流失。

爭取加薪



⚫另一方面，本會今年亦有就路軌斷裂、行車安全
、電壓不足等問題向公司管理層表達關注及反映
意見。



⚫ 10月5日，本會主席聯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與運輸及房屋局官員
會面，就電車營運發展提出多項建議。在會面上，本會表達了希望
政府扶持百年電車行業、規劃新市鎮時考慮採用電車作為短途運輸
、保留北角電車總站現址用途等有關電車長遠發展議題。

10月5日 與運輸及房屋局官員會面



今年，本會共協助 名工友申請

職安健經濟援助，金額合共
6

$27,000

⚫ 本會每年都關注工友的職業安全權益，在工友病患時
及時送上慰問。



二、 會務發展



⚫今年，本會推動會務創新，多措並舉拓展會務。



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

⚫ 今年，本會首次推出「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
計劃」，獎勵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表現優秀的會員
子女。

⚫ 計劃推出後，會員工友反應熱烈，最後共有34名會
員子女獲發港幣1,000元獎學金。

⚫ 10月2日，一眾嘉賓出席頒獎禮，逐一向得獎同學
頒發獎學金，勉勵同學們來年繼續努力，考獲更佳
成績。



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



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



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



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



會員子女在校優越成績獎勵計劃2021



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

⚫ 第一擊

為與各位會員一同喜迎2022年到來，本會在11月
重磅推出「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一眾理事和
義工於11月下旬親赴屈地街及西灣河車廠，免費
向會員工友贈送2022年記事簿及便攜式手電筒。



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

第一擊：贈送2022年記事簿及便攜式手電筒



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

第一擊：贈送2022年記事簿及便攜式手電筒



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

第一擊：贈送2022年記事簿及便攜式手電筒



喜迎2022 送禮大行動

⚫ 第二擊：工聯APP積分獎賞

會員登入工聯APP，凡參加工會活動掃一掃、
每日打卡、瀏覽工聯資訊等，即可獲取積分！

本會會員儲滿300積分，將可獲贈本會百年歷
史書籍壹套。

今年12月31日首5名累積最多積分之本會會員，
2022年更將會獲贈本會百周年限量版電車模型
壹部。



8月至12月期間，凡入會或續會交費兩年或以上
，可獲贈50元禮劵。

設立「電車之友社」，凡參加電車之友社的會員
家屬，同享會員優惠價參加工會活動。

⚫另外，本會今年亦推出了其他優惠，包括：

⚫ 其他活動包括…



1月 贈送百週年紀念保溫瓶



2月 救失業 度時艱 簽名行動



5月 口罩贈會員行動2021  郵寄口罩



5月 口罩贈會員行動2021  郵寄口罩



7月 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2021



7月 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2021



7月 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2021



線上推動會員登入工聯APP抽獎

4月 賀會慶 迎五一有獎問答遊戲 10月 賀國慶會員大抽獎2021



贈送鐵路金暉社長者生日福袋



工聯會傑出義務工會工作者嘉許禮2020
本會副主席余家豪榮獲傑出義務工會工作者優異獎



三、 慶祝中國共產黨
建黨100周年



⚫百年華誕，舉國歡騰！為隆重慶祝建黨
100周年，本會今年舉辦和參與多場慶
祝活動，與會員們一同慶賀中國共產黨
百年華誕！



7月1日 光影3D耀維港



7月2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
暨工會跨越百年維港遊船河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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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
暨工會跨越百年維港遊船河聯歡



7月2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
暨工會跨越百年維港遊船河聯歡



7月5日 參觀百年偉業─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題展覽



⚫ 鐵路聯會亦舉辦了《1921》、《長津湖》電
影專場，本會會員們投入觀看，透過電影深
刻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偉大而艱苦的奮
鬥歷程。

⚫ 工聯會物流及交通行業委員會6月至9月舉辦
了多場「百年歷程 百年影展」電影專場，
本會積極推動會員及義工參與，分別觀賞了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百團大戰》、《
音樂家》，以及《變化中的中國》。



百年歷程 百場影展



電影《 1921》專場



電影《 長津湖》專場



8月 參與 FT Youth 國情知識大比拼



11月7日 慶祝國慶72周年秋季一天遊



11月7日 慶祝國慶72周年秋季一天遊



12月27日 參觀駐港部隊展覽中心



四、 堅定愛國愛港



3月 撐全國人大決定 完善選舉制度街站

⚫ 3月，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決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本會
理事和義工隨即參與了多場「撐全國
人大決定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簽名街
站，呼籲市民簽名支持，向大眾宣傳
新選舉制度。



3月 撐全國人大決定 完善選舉制度街站



⚫ 選民登記於5月2日截止，本會積極呼籲會員工友
登記做選民。



12月19日 立法會選舉

⚫ 立法會換屆選舉於12月19日舉行，本會
理事和義工在11至12月期間，積極參與
電訪及選舉街站，全力呼籲選民12月19

日投票。



12月19日 立法會選舉



12月19日 立法會選舉



7月 河南水災捐款

⚫ 7月，河南省出現罕見特大暴雨，造成
嚴重水災，防汛形勢嚴峻。本會為援助
河南受災同胞，及時伸出援手，撥款港
幣20,000元賑災。



7月 河南水災捐款

⚫ 工聯會發起「河南挺住」捐款行動，本會呼籲
會員工友捐款，為河南救災出一分力。



2022年，香港電車職工會將繼續秉承「競進、
存愛」精神，推進會務發展，關心會員福祉，
堅決維護電車工友權益！

盼望大家來年團結一致、齊心合力，為本會在
「新時代 新工運」的征途上再創輝煌！



多 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