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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大家好，我謹代表房屋署工程協會向各位問好，祝願大家工
作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步步高陞。
隨著本地疫情漸漸穩定下來，市面上各式各樣的活動開始恢復原貌，
市民大眾為了讓整個社會得到防護保障，都陸續接種疫苗為人為己地確保
社區得到有效保障。更錦上添花的是，不同的私人機構推出了各樣抽獎活
動，以鼓勵市民接種疫苗，讓樂觀的氛圍洋溢散播。 再接下來的就是五千
元電子消費劵，對於推動經濟活動是一大幫助。 大家要繼續努力保持個人
衛生，病毒就會遠離我們了。
世畀盛事奧運會即將舉行，今年大家可安坐家中欣賞賽事項目，一邊
為我們的隊伍打氣，又可減少外出活動，是暑假的好節目。同樣地，因致
力參與控制疫情，本會通過延遲AGM會議及選舉事宜，現有理事繼續其職務
至新一屆選舉，並取消了原定於本年八月底舉行的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周
年大會晚宴。但我們已積極的預定了來年的晚宴場地，相信到時可以和大
家會面聚首一堂，共議會務及閒談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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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向各位會員報告理事會於今年上半年的工作：對外方面，我們
的陸禮華副主席當選了華員會的工程組別委員。我們亦會處理政府人員協
會盟會費事宜。副主席吳紹雄於工聯會電子卡事項商討上贊成暫時不用工
聯會電子卡服務(因為要將會員資料輸入工聯會電腦) 。中聯辦的信息我們
會繼續留意關心。本人亦遞上表格參選了勞工界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
我們會繼續與盟會保持良好關係並繼續推動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的會務得
以持續發展。
在與部門溝通方面，我們向處方提出建議，認為於排水管檢查計劃事
項上需確保工地安全和工程質素得以維持的前提下，應關注該計劃對工地
人員的工作和人手安排的影響。於外判屋邨維修及保養工程的計劃事項上
需了解有關計劃會對工程質素及工地人員人手安排的影響，希望管方提供
有關資料及徵詢協會意見。於空置單位翻新工程事項上，協會建議部門檢
視有關規定，讓工程人員有合理時間回應和安排工作。於對網絡會議的支
援事項上，因應盡量避免聚眾，所以發展及建築處不少地盤會議都轉用網
絡會議形式舉行，協會希望署方提供適切設備及電腦顯示屏幕設備包括音
訊視訊裝置如收音咪和攝像鏡頭等以便進行網絡會議。至於在支取津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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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合資格署任期事項上協會建議公務員事務局考慮縮短署任期，因公職人員在署任職位時
需要兼顧和承擔額外及╱或較高職級的職務和責任，理應獲發津貼作償。
內務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會訊、協會網頁及回答各會員查詢等渠道繼續與會員保
持聯絡，理事們會積極地增值會務知識，如跟進職工會會員及理事周年申報表、交回財政報
告(31/7/2020)給職工會登記局。會員優惠方面，保險、電訊、銀行服務及汽車燃油優惠會定
時更新網頁信息向各會員公佈。
最後我代表現屆理事會多謝各位會員，我們仍然會繼續努力，以得到大家支持，令
協會會務暢順。
祝大家工作愉快、身心康泰。
多謝各位！

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席

梁秋明

第51屆周年會員大會的事宜
因致力參與控制疫情，本會於今年四月召開的會議一致通過延遲本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暨
2021-23年度理事選舉，直至另行通告，現有理事將會繼續其職務直至新一屆理事會成立，
並取消了原定於本年八月底舉行的周年大會晚宴。

代已過身退休會員收集帛金及送花藍事宜
為對離世的會員表達一點心意，本會通過代已過身現有及退休會員(有效者)收集帛金或
送花藍一個。

成功爭取
本會收到有同事反映在使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填寫採購報表時，因系統設定未能配
合工作需要，及後向署方表達相關意見。本會很高興的向會員宣佈，最近收到署方消息，
將會落實執行部分加強措施，如新舊的工作指示單會同時顯示等，以達致更有效地工作。

另外，本會會以電郵方式通知各退休會員領取退休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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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退休會員紀念禮物
各位會員：
因取消了原定於本年八月底舉行的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周年大會晚宴，所有在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內退休的本會會員，如果你在退休前已連續五年為本會會員
(即由2017年至2021年已繳交會員費)，可按會章規定，在2021年8月開始領取退休會員紀念
禮物乙份，而在2022年8月工會晚宴亦可以半價購買是屆會員大會之席劵乙張。
請即填妥下列表格登記(部份同事可能已於本通告發出日之前已退休，煩請各單位
主管代為通知有關已退休同事)，並於2021年8月31日前將填妥的表格電郵給本會秘書洪瑞平
先生 (SBSI/TMW,電郵:sphung@hdtsa.org.hk)，理事會將於2021年9月初通知各位有關領取
紀念禮物的安排詳情，敬請留意。

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席

梁秋明

登記領取2021年退休會員紀念禮物表格
退休會員姓名 (中
/ 英文)

現時/ 退休職位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退休後之聯絡電話/電郵

* 為方便本會與會員退休後保持聯絡， 敬請填寫此欄。

會員溫馨提示 :

電子消費劵已經出爐了!

各位會員，政府向每名合資格市民派發五千元電子消費劵現在開始接受申請了，大家可以用不
同的電子消費渠道去使用今次的消費活動，如果想盡快享盡這次經濟上的扶助，齊心推動社會
經濟出一分力，馬上行動吧!

詳情請參閱 https://register.consumptionvoucher.gov.hk/form/info/zh-HK/reg_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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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心聲
(本刋今期轉錄自三位會員對日前過世的同事李伯尚君的別後心聲，給各會員分享離情之語)
懷念李伯尚
認識李伯尚於一個炎熱的暑假，那時大家年少氣盛，熱血沸騰，在新界區一個公眾泳池一起擔任救生員，因為大家一
同當值更份的關係，經常走在一齊，無論早餐，操水，打乒乓波，清洗泳池邊，潛泳到泳池底執拾垃圾，也有他參與
在其中。在工餘的時間飲酒，吃喝，睇戲，玩樂，很快很快便成為了好朋友，好兄弟。特別係每逢出糧日，我們更加
會相約一同去購物，與一同在泳池相識的女生約會，交往。還記得有一個迫爆泳池的晚上，伯尚與我一同當值在泳池
面的時候，剎那間水面上傳來兩個女生的呼叫聲，喊着救命啊救命啊！伯尚與我二話不說，立即躍到水裏去救人，我
們好快便使用了純熟的直手托顎拖救法，把他們二人一同救回泳池旁邊，及後才發現他們是一對美麗的可人兒姊妹，
他們的媽媽還急不及待向我們道謝，就是這一件小事，我們一班好朋友，好同事就整晚高談闊論，討論究竟我們是那
一個先下水裹，及那一個先救回那些女生，就是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渡過了一個非常難忘及愉快的晚上。暑期工及假
期，很快便完結，無獨有偶，伯尚與我一同選修了學院的文憑課程，由暑期工的同事，搖身一變成為了同學，學院的
生涯，是另一個燃燒青春，體驗友情嘅地方，很快我們一大班同學熟落起來，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便是與他們一起渡過，
經歷。一大班人時常走在一起，經常在學院的走廊，飯堂聚集，傾偈，吸煙，最難忘的當然是經常談論學院的女生呢！
伯尚與我非常活躍於學院的課外活動，無論是歌唱比賽，聖誕聯歡舞會，籃球足球等等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我們也
參與其中，更加容易認識到其他學系的同學，當然最想認識嘅梗係女同學，風頭一時無兩。學院的生活，本來便是平
淡，但是有伯尚一起經歷的時候，便增加了不少美妙回憶。時間瞬間即逝，即將就快畢業那年，多間政府部門紛紛來
到學院舉辦講座，招攬畢業生加入他們，伯尚與我選擇加入房屋署，他自擔任二級監工(建築)以來，擔任過不少工作
崗位，於房屋署貢獻良多，敬業樂業，深受眾多同事的愛戴。性格開朗的伯尚與同事之間的關係良好，為大家帶來不
少歡樂時光。與他一起渡過的經歷，剎那間浮現於腦海中，除夕倒數一同爛醉於街頭；的士高門外與其他人爭執嘈交；
一同架車遊車河於港九新界；石澳沙灘享受陽光與海灘等等，真的是很開心的日子！他的突然離開，讓我們感到生命
無常，更見珍惜眼前人的可貴。與他二十幾年嘅相識，是同事，是朋友，是兄弟，這份情誼我會銘記於心，願你在天
家繼續享受陽光與海灘，耍你最心愛的詠春拳，我們永遠懷念你！

好兄弟亞基
懷念好朋友
前些日子,我的好朋友、好同事兼好同學李伯尚因病離世了，這篇文章本想在葬禮儀式前交給你的太太，可惜我的心情
久久未能平復，未能下筆，真是內疚。回想當年和你一起入職第一個寫字樓就在秦石邨分區辦事處，認識好多好同事
和好上司，尤其係你第一個上司亦都係你最後一個上司。
近幾年來你亦有參加工會的交流活動，例如國情研習班，從而認識到不同部門的同事交流工作上的知識和經驗。
上年年中的時候已經得知你身體出了問題，這段期間你亦都強忍身體的不息仍然有好好完成上司的任務，由於你的性
格不想麻煩其他同事，所以只係輕輕說自己身體上只有少許不適，沒有說出真相，我明白你深信自己一定可以戰勝病
魔。
而年尾時有幸因為工會活動的關係可以和你會面，在酒樓吃了頓午餐，還見你身體和精神尚好就沒有多問，現在回想
起來仍然感恩有出席可以見你最後一面。
今年的二月二日早上，收到一個不願接收的信息就係你的離去，那一刻我只想得到找工會的同事查詢一下有什麼可以
幫助他的家人，當天不斷有同事打電話給我詢問你的離去是否屬實，真心想説不是他是另一個「他」，可惜真的假不
了，只好強忍淚水回覆「是」，新年期間有一些同事沒有忌諱知道他離去之後亦打電話給我詢問，可見他和同事的關
係絕對良好。
最後，我希望你在天國無拘無束繼續發揮你的創意、歡樂、耍詠春、飲啤酒和彈結他，Patrick 我們永遠懷念你。

永遠好朋友Carmen
給李伯尚的信
年初接到你去世的消息時，我正在上班途中! 因為太突然, 心裡都未能作出反應, 未有即時感到哀傷, 腦海只是一片
空白！一整天都未能接受這事實！
多個月來，你用生命對抗病魔，戰到最後一刻才倒下，走完了四十幾年的歲月，雖然短暫，但大家都會記得你的一點
一滴。你努力的求著生存，雖然終究逃不過命運的安排，但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我與你雖然只是工作上的同事, 但來來回回都與你共事過一段不短的時光. 記得你當年剛入職時, 感覺你是個很開朗
活躍及健談的人，總會帶來很多的歡樂。
而當工作時, 你認真處事的態度, 與人相處的和諧, 亦令工作可以暢順完成。
言而回想過去的時光, 從沒聽到你在人面前說「苦」，即使患上大病，我依然懵然不知，還以為你只是普通都市人的
疾病，休養過後便一切回復正常。不過，人生就是那麼無常，一切都來的太快了，快到我們來不及反應，當你一再延
長病假及看到你消瘦的身形, 我才察覺你病情的嚴重！但我仍不曾想過有一天你會倒下，只知你努力面對艱苦的療程，
希望渡過這一關, 我只能說你真的很勇敢。
知道你一直都沒有放棄，沒有自怨自艾，一直都積極面對，戰到最後一口氣才倒下，我佩服你的精神，佩服你的態度，
雖然你已離開，但我們會記掛著你。願你在另一國度不再為病所痛，自由自在做喜歡的事。

你的上司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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