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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大家好，今次是第二次用新版面向各位問好，上次轉用了這
排版及以電子方式發送後，收到了正面的回應，在此感謝大家的支持接納，
我們會持續定時向各會員匯報協會最新情況，讓大家方便了解會務。
在香港市民共同努力加強及維持個人衛生情況之下，本地疫情已見放
緩跡象，隨著部份餐廳食肆晚市營業時間延長，朋友和親人們可以一起見
面聚餐。每逄共眾假期或節日時間，香港大部分旅遊熱點都人潮湧湧。不
少娛樂場所及宴會地方亦配合社會需求陸續興旺起來。我們政府現正加緊
處理邊境通關事宜，相信往來內地及外地旅遊的時機很快會來臨了。
最近上映的一套有關特務的電影，內容講及主角也不再是打不死，回
歸現實。在現實世界裡，冠狀病毒的變種及傳播力實在可怕，我們就好像
特務主角般沒有不死身的面對真實現況，無論接種疫苗或外出常戴口罩，
都會做足功夫齊心抵抗病毒。各樣經濟活動及大小事務會繼續進行，但我
們會靈活的以限制人數方式去舉辦或進行各類活動，亦會記錄出行的時間
地點，當有懷疑個案發生時可快速的加以應變。同樣地，我們的部門工作
範圍廣泛，無論是維修保養組的還是新工程組或其他崗位，上上下下齊心
地全方位應變及協調，繼續維持對社會大眾的承諾，提供及保持良好的服
務質數和建屋進度。
我在此向各位會員報告理事會於今年下季度的工作：對外方面，我們
的湯家偉理事會代表TSA出席華員會2021年11月20日的週年會員代表大會。
副主席吳紹雄繼續代表協會與工聯會跟進處理兩用卡及小册子事宜。我們
會繼續與盟會保持良好關係以推動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的會務能夠保持正
面發展。
在與部門溝通方面，署方簡介了未來路向和計劃，就「設計及建造」
採購模式及科技運用與職方代表交換了意見。我們亦向處方提出建議盡量
安排表現良好的二級監工(建築)署理懸空的一級監工(建築)職位以方便行
政，亦期望透過改善晉升前景，讓現職人員專心一直在房屋署服務，減少
他們投考其他政府部門的意欲和流失的機會。考慮增加屋邨管理處的人力
以應付現在和未來新增的保養維修工作。亦建議管方適時檢討工作流程及
作業模式，減省低風險工程／項目的工序，讓同事專注關鍵和較高風險的
部分。我們還查詢了是否有空間增加公務員職位以應付沉重的工作量，及
為員工提供更佳的前景。署方回覆因應政府的公務員零增長方向，部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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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須使用輔助人手以填補人手不足。我們亦參與了職業安全及健康小組委員會會議會得悉
了各樣統計及評估進度，明白到部門對職業安全的重視及了解。
內務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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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們會持續增加會務知識，如參加各盟會的會議及報讀國情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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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不斷努力令協會會務有良好發展，以
得到大家支持。
預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步步高陞、福運齊來！
多謝各位！

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席

梁秋明

第52屆周年會員大會的事宜
因疫情關係，本會2021年(51屆)周年會員大會亦已決定延期舉行，直至另行通告。冀望
明年疫情好轉，我們將儘快安排召開周年會員大會，大家可再共聚一起商討會務。

籌辦本地旅行團
本會正積極探討及商議恢復籌辦本地旅行團的可行性，亦向相關的旅行社查詢索取細節
資料，希望能盡快與大家同行玩樂。

繼續爭取
本會會繼續透過與署方會面的會議上，表達及爭取各種問題事項。如因應未來的新建成
屋邨(白田、皇后山、屯門及東涌等)而新增的保養維修工作人手安排、恢復PDU和HDTSA
對ERP問題的定期會議、合理的署任安排事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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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 2022 年會費＊
各位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會員：
本人謹代表理事會全體成員，預祝各位會員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首先在此多謝同事們對本會長期的支持。你們的支持，是我們繼續做好本會會務的最大原動力，
在此，理事會全體成員衷心感謝各位對本會的信任。
根據會章規定，每年一月份是本會徵收新一年度會費的時間，繳交會費的手續很簡單，你可以
選擇下列任何一種繳費方式：
(甲) 直接存款入本會賬戶
將來年度的會費，存入本會在匯豐銀行的賬戶內（匯豐 A/C:069-000982- 001，請保留入數紙
副本)，任何匯豐銀行或櫃員機均可辦理。繳費後，請在入數紙收據上寫上你的姓名、聯絡電
話或地址、身份証號碼 (例 : A123XXX) 或會員編號，傳送或寄給本會相關負責單位以便日後
跟進有關會員証事宜。
(乙) 經由高級工程監督或高級屋宇裝備督察轉交
請聯絡各高級工程監督或高級屋宇裝備督察，然後轉交本會相關負責單位辦理。
會費為:

類別

年費(每年繳交)

永久會費(一次過繳交)

普通會員

HK$ 50

HK$ 1000

退休會員

HK$ 20

不適用

協會之友

不適用

HK$ 250

繳費後，你很快會收到新一年度會員証及 2022年的工聯咭。多謝你們的支持！

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席

梁秋明

協會之友 申請資格及會費：退休會員或曾任職香港房屋委員會或房屋署僱用於房屋署
辦事處工作的工程督察或工程監工職系人仕,可申請一次過支付會費 250 元,並經理事會批
准成為「協會之友」,以後無須繳納年費。「協會之友」無表決權,但可享受本會提供的褔利。
# 會員會費港幣五十元或永久會員港幣一千元；退休會員會費港幣二十元，方便離職會員享
受本會福利！申請表可到本會網頁 www.hdtsa.org.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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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業總工會錦上路工藝交流中心交流會
本會非常高興於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上午，連同Maintenance Surveyors Association(MSA)一起前往建造
業總工會位於元朗錦上路的工藝中心參觀交流。建總黃平理事長的熱情款待及詳細解說了工藝中心對行業的
影響及貢獻，使我們MSA & HDTSA兩會理事們對各個工種的施工技巧加深了認識。導師、工作人員及理事們
亦就保養維修及建築工程交流了不少經驗和心得。而事實上，他們不少學員受訓後也投身了房署的工程合約。
我們得悉工藝中心舉辦很多課程， 其中包括基本的安全咭課程、 各個工種的熟練工及半熟練工課程等， 對有
志於行業發展或對工藝技術作進一步提升朋友們，是非常不錯的好地方！
再次感謝建總的細心安排及詳盡解說，祝建總會務蒸蒸日上！

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冬季奥運會的資料
冬季奥林匹克運動會由1924年開始舉行，第一屆在法國的霞慕尼舉辦，當時只有十個國家參與比賽。
原本是法國奧委會主辦的國際冬季運動週，其後由國際奧委會追認此次為第一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
會。與夏季奧運會一樣是每四年舉辦一次。
冬季奥運會因世界大戰停辦過兩次，分別是1940年及1944年，是和平與友誼的象徵。

原來……
1932年首次由北美洲舉辦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956年蘇聯首次參賽
1972年首次由亞洲(日本)舉辦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參賽

時至今日，參與冬季奧運會比賽的國家及地區已經超過八十個，競爭相當激烈。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說回主題，我們的國家首都北京將會於2022年2月4日-2月20日首次舉辦冬季奧運會，大家一定要為
我們的代表們打氣，齊齊集氣鼓勵運動健兒發揮更好表現，創造佳績。

加油！加油！加油！
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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