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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D T S A 
 

 

2017-2019 年度理事會第 10 次會議 

 

 

日期 : 2019 年 1 月 23日 (星期三) 

時間 : 下午 2時正 

地點        :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麗田樓平台11-20室九龍南保養分區辦事處會議室 

 

出席理事：   

   

陸禮華 主席 6038 8815 

梁秋明 副主席 9438 4816 

吳紹雄 副主席 9028 9694 

劉育聰 副主席 9379 3113 

洪瑞平 副秘書(會議記錄) 9126 4345 

王國橋 司庫 9266 1537 

林劍豪 副司庫 9171 8105 

劉家倫 理事 9037 7366 

黃伯寧 理事 9658 7983 

黃超忠 理事 9216 3969 

梁煒燁 理事 6352 0265 

梁家明 理事 9470 9840 

楊健康 理事 9557 5001 

姚冠標 理事 9274 8526 

湯家偉 理事 6796 9322 

陳俊傑 理事 9552 9470 

李珠 名譽會長 5169 1363 

林志明 名譽會長 9432 7721 

   

缺席理事：   

   

蘇國雄 秘書 9400 6926 

謝耀東 理事 6210 0256 

伍敬恆 理事 6410 4752 

梁文輝 理事 6809 0906 

侯悅煥 名譽會長 9372 0745 

   

                                                                                           香港政府職工會登記局註冊編號 TU /484 

 

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  

Housing Department Technical Staff Association 
 

九龍中央郵局信箱 70010號                                            

九                              

香港九龍中央郵局郵箱 700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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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本會理事一致通過上次(第 9 次)的會議記錄。 

 
 

 

2 協會與部門會議討論事項 
 

 2.1 副署長(屋邨管理)會議  (陸禮華) 
 

12月 12日與副署長(屋邨管理)會議，會議記錄己出。 

 

下一次會議定於 3 月 20日下午舉行，以下議題於會上和署方商討。 

 

 2019 年資源分配工作 

 發展及建築處屋宇裝備物料監控工作 

 發展及建築處在保養期內的屋宇裝備工地人員人手安排 

 物業管理服務小組的人手安排 

 分區保養辦事處的人手安排 

 
   
 2.2 工務部人員協商會常務會議(WGCC)  (蘇國雄、黃伯寧)  

 

第一百一十一次常務會議: 2019年 2月 20日舉行 

新議事項: 

 資訊科技支援 
 偏遠地盤交通服務支援 -粉嶺皇后山二期沒有 Shuttle bus 服務 

 
   
 2.3 房屋署職業安全及健康小組委員會會議  (蘇國雄、黃伯寧) 

 
暫時沒有會議。 
 

   
 2.4 房屋署工地安全小組委員會會議 (黄伯寧) 

 
暫時沒有會議。 
 

3 內務事項 
  
 3.1 往來信件  (陸禮華、蘇國雄) 

 
收到勞工界新春酒會信件。  

   
 3.2 秘書處  (蘇國雄、洪瑞平) 

 
會整理本會會員人數，之後交報告給勞工處。 

   
 3.3 友會事務 

 
  3.3.1 香港政府華員會 (梁家明、湯家偉) 

 
 理事湯家偉於 2018年 11 月 26 日華員會召開第一次理事會互選職位，當

選理事。負責高級公務員薪酬評議會事項。 
 

 華員會會所重建籌款- 本會同意捐助費用。 
 

    
  3.3.2 政府人員協會  (劉家倫、湯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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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劉家倫說政府人員協會要求本會提交 2018年會員人數及新會員人數

資料。 

 理事湯家偉出席了 12月 10 日政府人員協會茶會，提及以下事項: 
1. 政府人員協會新一年的活動 
2. 新入職公務員年假及可存取假期 
 

    
  3.3.3 香港工會聯合會  (吳紹雄、洪瑞平) 

 
 未繳交 2018 年度工聯會會費，每位會員$5。 

 
    
  3.3.4 其他友會: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姚冠標、黃伯寧) 

 
跟進新春酒會時間及地點。 
 

    
 3.4 會員福利及活動  (劉家倫、林劍豪、梁煒燁、伍敬恆、楊健康) 

 
 大會通過舉辦南京、儀征、揚州、泰州、常州、無鍚、蘇州、上海七天航空團

(21-27/3/2019 或 28/3/2019-3/4/2019) ，暫預參加人數約 15 - 30人。 
 另外亦預算籌備舉辦 4 月份港、珠、澳旅遊團，理事楊健康幫手跟進。 

 
   
 3.5 會訊  (林劍豪、黃超忠、楊健康) 

 
會訊會在 1 月份內依時刊出。 

   
 3.6 投訴  (洪瑞平、梁文輝、謝耀東、姚冠標) 

 
沒有投訴事項。 

   
 3.7 電腦支援  (梁文輝、梁煒燁、伍敬恆、陳俊傑) 

 
 本會網業保安問題，交由理事梁煒燁跟進。 
 理事會通過將本會網頁更新化，理事梁文輝、梁煒燁及伍敬恆會繼續跟進有關事

項。 
   
4 財政報告  (司庫) 

 
司庫王國橋報吿，截至 2019年 1 月 22日止，本會的盈餘為$296,354.16 港元，財務健全。 
 

  
5 其他事項 

 
 5.1 Grade Management 會議  (陸禮華) 

 

會議於 1 月 22日上午舉行，有關會議事項如下。 

 

 2018-2022各級退休人數及空缺 (BW 及 BS) 

 各級晉升評選時間表 

 Cross Posting 

 退休公務員續期的審批 

 監工(WS1(BS))與個體聘用人員(CTA(BSS)) 比例 1:1 

 
   
 5.2 報告最新康樂、旅行及優惠 (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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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楊健康表示「博元電訊」有出咭優惠，煩請有關理事把資訊放上工會網業內。 

   
 5.3 華員會事項  (陸禮華) 

 華員會會所重建籌款，今次華員會希望籌款達到伍千萬目標-本會同意捐助
$10,000 費用。是次有 16 人投票，6 人贊成捐助$5,000，7 人贊成捐助$10,000，3
人棄權。 

 2019 年 1月 4 日華員會周年會員聯歡聚餐，多謝理事們抽空參與。 
 

   
 5.4 勞工界新春酒會  (陸禮華) 

 
主席陸禮華及副主席吳紹雄會出席酒會。 
 
 日期:19/2/2019 (星期二下午五時)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 438 號富臨皇宮二樓金禧宴會廳 
 

   

 5.5 2019年度招收新會員、會費及會員證給各會員、永久會員及退休會員進度 (劉家倫) 
 
 理事劉家倫報告已印制好 900 多張新會員證，還有 600 多張未印好，希望 1 月前

出到所有證件給會員。他補充未給會員資料的組別，煩請盡快處理及跟進。 
 司庫王國橋希望四組別各做一個檔案給他。 
 有理事提出工會會費多年維持在$40，可否有空間提升至$50或 $60。主席陸禮華

補充如要加會費，首先要改本會會章條文，經開會通過後再交勞工處審批成功，
再在 AGM 大會通過才可實行。 

   
 5.6 其他事項: 

 
1.AGM 籌委會 - 理事姚冠標為 AGM 籌委會主席，希望理事們參與籌委會。AGM 籌
委會希望在 3 月尾前組成及開第一次會議。 

  2.主席陸禮華報告公務員總工會希望本工會有理事進入他們工會做理事。 
   

各理事沒有其他議題，會議於下午六時正結束。 

 

下次會議日期及地點 

下次會議定於 2019年 3 月 14日下午 2時，在九龍南保養分區辦事處會議室舉行。 

  

 

 

 

  

  (蘇國雄) 

秘書 

(陸禮華) 

主席 

副本送： 

所有理事 

羅玉麟 (核數員) 

陳朝光 (核數員) 

李珠 (名譽會長) 

侯悅煥 (名譽會長) 

林志明 (名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