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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活動委員會資訊 

本會於早前舉辦的足球競猜遊戲反應熱烈，經過宣傳及活動委員會計算分數後，各
參賽者分數十分接近，最終共３０人獲獎。得獎者已通過電話通知領獎，當日由會長親
自頒發獎品，並且拍照留念。想知道哪位會員獨具慧眼，贏走豐富獎品？當中有沒有認
識的同事得獎？快參閱後頁的得獎相集。本會在此感謝你們的參與和支持，期待你們繼
續參與本會往後的活動。

２０１８足球狂熱 競猜遊戲賽果公佈

組織及福利委員會資訊

本會將於本年１２月開始進行會員証更新，(全新)會員証於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開始
陸續發放給所有有效會員(包括永久會員﹑年費會員﹑退休永久會員及退休年費會員)。
(全新)會員証將於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生效，同時舊會員証會於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
１日失效。

本會於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期間將暫停一切有關會員証之事務
（包括入會／換証等）以方便更新(全新)會員証。相關事務將於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
起回復正常。

為免失聯，請各會員同時通知相熟的退休永久會員更換
（全新）會員証消息。如任何會員需要更新聯絡資訊或會員
証資料，請盡快聯絡會藉主任。

如有任何有關會藉之查詢，可聯絡會藉主任何國勤先生：
電話：２２３１　４１００

會員証更新

鑑於上次參觀國泰城反應熱烈，本會將於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星期六）再次舉
辦參觀國泰城活動（包含自助午餐），會員收費＄１４０；非會員＄１６０。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詳細請參閱後頁。

參觀國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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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足球狂熱 得獎相集



參觀國泰城活動詳情
日 期： 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   上午10時30分(逾時不侯)，參觀連午餐約於下午2時結束。

集合地點：    赤鱲角觀景路8號國泰城巴士站

費用： 會員每位 $140 / 非會員每位$160（已包括自助午餐費用，每位會員最多可帶同1位親

　　　　　　    友參加，小童需年滿7歲及攜有有關証明文件）

報名辦法：      ９月７日上午９時正起，親自致電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及報名：2867 4236 / 9793 9296（宣傳及活動委員會秘書　－　鄒智浩先生）

繳費方法：報名獲確認後，請於一星期內將全數報名費存入本會戶口（匯豐銀行

111-446100-001 )。在入數紙上寫上中文姓名及會員編號，然後把入數紙影

像以電郵或傳真發給本會。若未能依時繳交費用，則當作棄權論，名額將

依次由侯補者補上。

電郵地址：mail@agtso.org 

傳真： 3011 5322

備 註： 

（一）活動期間人身及財物安全自理。

（二）參加者必須參加當日自助午餐。

（三）當天衣著應輕便得體兼顧（例如不得穿著拖鞋短褲等，詳情請參閱後頁的詳細指引）。

（四）參觀其間不可自行離隊，且請遵從附後頁的詳細指引。

（五）請帶備收音耳筒以便收聽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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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ay Pacific City Visit Programme (Half day)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   

Date: 

Time: 

Venue: 

3 Nov 2018 (Sat)  

10:45 – 14:00 

Cathay Pacific City, 8 Scenic Roa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ntau, Hong Kong 

Visit Programme Rundown: 

Time Programme 

10:45 Group arrives at Cathay Pacific City 
Greeted by Cathay Pacific Tour Guides 

11:00 Cathay Pacific City Tour 
a) Flight Training Centre
b) In-flight Service Training Centre
c) Check in Mock Up
d) Crew Lounge

12:30 Buffet lunch at Lion Rock, Headland Hotel, Cathay Pacific City 

14:00 End of programme 

Notes to the visitors 

 Please also note the following house rules, any disorderly or unruly behaviour may

result in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tour.

 Smart causal or office attire.Shorts, T- Shirt, miniskirts, low cut, flip flops, scandals

and slippers are not accepted

 Visitors are required to stay in the group at all times during the visit due to security

reasons.

 While the group is waiting in the public areas, please ensure to stay away from the

“passage ways”.

 If there is another CX staff waiting for the lift at the same lift lobby, please let them

take the lift first.

 Please do not take photos of uniform staff in general, or the crew or instructors when

training is in progress.

 Please do not to touch any training equipments

 Please bring your own earpiece/headphone

 Please bring student handbook or other documents to prove your ages for children

overs 7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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