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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

November, 2018

Housing Department Technical Staff Association

＊繳交 2019 年會費＊
致 各位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會員及房屋署工程監督

（乙）經由高級工程監督或高級屋宇裝備

及監工職系同事:

督察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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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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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甲) 將本年度的會費，存入本會在匯豐銀行的賬戶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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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通訊
HDTSA

請聯絡各高級工程監督或高級屋宇裝備督
察代收有關會費，然後轉交協會理事 林劍豪
(ACW/HQ4) ；梁秋明(CW/DC34) ；梁煒燁
(ABSI/S(KC1)1)；吳紹雄(BSI/C50)收，以便日
後跟進有關會員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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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 EMD 林劍豪(ACW/HQ4) kimh.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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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小 組:
黃超忠

名、聯絡電話或地址、身份証號碼 (例 : A123XXX) 或會員編
號，傳送或電郵給相關理事 ，以便日後跟進有關會員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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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康

繳費後，你很快會收到新一年度會員証及
２０１ 9 年的工聯咭。多謝你們的支持！

理 事 會 名 單：

BW DCD 梁秋明(CWW/DC34) chaumi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BS EMD 梁煒燁(ABSI/S(KC1)1) wyip.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主席

BS DCD 吳紹雄收(BSI/C50) sh.ng@housingauthority.gov.hk

陸禮華

2451 7027

副主席

協會之友

申請資格及會費：退休會員或曾任職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或房屋署僱用於房屋署辦事處工作
的工程督察及工程監工職系人仕,可申請一次過支付會費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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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育聰

2761 5790

梁秋明

2807 1166

吳紹雄

3167 2346

秘書

# 會員會費港幣四十元或永久會員港幣八百元；退休會員會費港幣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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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國雄

2760 3273

副秘書

會員如其個人資料有所更改，請盡早通知本會。

洪瑞平

2967 9466

48 周年會慶鳴謝啟事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3162 0536

副司庫
林劍豪

3162 0158

會，今年我們打破了協會近年記錄，今晚共開了 60 圍酒席，共有 700 多人出席今晚大會。在此，我謹代表
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期望大家在此共同渡過一個歡愉的晚上。
首先我要報告今晚共有 571 位有表決權的會員出席，約佔協會全部共 1397 位有表決權的會員之五分二，
已遠遠超過協會規則第 5.8 條二十分一的出席人數比例，
我現在宣佈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第 48 屆周年會員大會
正式開始。
第一項議程是通過上年度即是第 47 屆週年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財務報表和審計帳目報告，由於各位會
員沒有提出對上一週年的會議記錄和帳目報告的修定，現請大家以拍掌通過。
我現在宣佈上一週年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財務帳表和審計帳目報告全部獲得通過和付諸執行。
多謝各位！
白駒過隙，我們上莊不覺已一年了，各前主席珠玉在前，我去年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接任主席一職，自知
在會務方面，對內，我們來年會通過定期的會訊、協會網頁及回答會員查詢等渠道繼續與會員保持聯絡，
當然我們亦會在來年繼續舉辦最受歡迎的活動，例如蛇宴、旅行團和真槍射擊課程等等，尤其真槍射擊課程，
因槍會對課程有所規限，每班只可以有 12 人出參與，所以每班課程都很快爆滿，我們會與槍會磋商，希望增辦

理事
劉家倫

2761 6697

課程，令更多會員可以體驗真槍射擊的樂趣。除此之外，我們亦會繼續籌辦技術參觀團 (Technical Visit)等活

楊健康

2761 6697

動，如去年的參觀「熱浸鋅工廠」等，希望藉著這些活動，一方面能為會員提供身心休閒、舒媛壓力及增加我

梁家明

3610 1389

梁文輝

3162 0431

梁煒燁

2278 3402

伍敬恒

2608 7887

亦與公務員總工會，中聯辦和廣州市總工會保持良好關係，希望藉著向其他工會和機構借鏡，吸取他們的成功

湯家偉

3162 0158

經驗，以推動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的會務得以持續發展。

謝耀東

2890 3101

黃伯寧

2420 3363

黃超忠

2339 1688

姚冠標

2686 5301

陳俊傑

2456 5758

們的專業知識機會，另一方面亦希望通過不同的活動，能與會員保持緊密聯繫。
至於對外方面，我們會繼續與各工會保持良好關係，協會除了是華員會、政府人員協會和工聯會的盟會，

在與部門溝通方面，協會將通過與部門的定期會議，如與副署長(屋邨管理) 會議及工務人員協商會會議等
渠道繼續與部門溝通；此外，協會亦會在與房屋及運輸局局長會面及署長茶聚上向局長和署長反映會員意見，
協會亦很高興能在這些會議或會面上得到署方正面的回應，例如在工作人手安排、地盆網速、地盆臨時辦公室
等等問題。再者，協會亦充分明白在目前增加房屋供應及公屋居民的訴求不斷提升下，作為前線工程的我們，
均承受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所以協會會繼續向署方反映會員的實際工作情況，要求署方正視及尋求解決問題

名譽會長
李珠

5169 1363

侯悅煥

9372 0745

林志明

9432 7721

核數員

房屋署工

首先，歡迎各位會員，各位嘉賓，到埸嘉賓，多謝各位出席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第 48 屆周年會員大

能力不递，幸好得到大家的提點及鼓勵，唯有將勤補絀，希望不要辜負大家對我們的期望。

司庫
王國橋

主席會務報告

林劍豪

陳朝光

6833 7812

羅玉麟

9124 6281

的方法。
來年協會將會繼續擔當橋樑的角色，維持協會多年與部門建立的良好關係，保持緊密溝通，當然這條橋樑
絕不是單向的，亦並不是甚麼豆腐渣建設；而是雙向、多線、堅固的一道橋，將會員的訴求向部門切實反映，
同時亦將部門的政策詳細通知會員，以利管職雙方互相了解。要維持這條橋的擴建和保養，除了有賴管職雙方
坦承溝通，協會還要得到各會員的大力支持和鼓勵，使這條橋 – 「溝通之橋」更加鞏固和暢通，得以持續發展，
達至雙贏，共同繼續為香港房屋建設及公屋居民提供優質服務。

多謝各位！

程職員協
email address: mail@hdtsa.org.hk

http://www.hdtsa.org.hk

Corresponding address: P.O. BOX NO. 70010,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email address: mail@hdtsa.org.hk,
http://www.hdtsa.org.hk

香 港 政 府 職 工 會 登 記 局 註 冊 編 號 TU/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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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今年的週年會員大會上，我代表理事會動議修改本會會章的部份規則，以理
登記局過目和肯定，亦希望在今次大會上獲得會員支持和通過。
在過去一年，協會內部前後開了七次會議，與署方和友會之間亦有定期會議，我在此感
多謝。請大家為我們全體理事的無私奉獻鼓掌。
財務方面，結餘為港幣$217,460 元，多謝司庫王國橋 先生為我們管理帳目，量入為
出，保持財政健全。下一年度本會繼續委任羅玉麟先生和陳朝光先生作為本會的核數員。
最後，我謹代表本會，多謝今晚出席大會的各位來賓、各位會員、尤其是在座的剛退休
或已退休的會員, 更加要多謝的是今晚一班勞苦功高的幕後工作人員。
在此，我代表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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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福利

順、釐清及更新條文內容，令理事會可以更有效地運作。此草議條文早前已呈交勞工處職工會

謝全體理事積極地參與會務，為謀求會員福利和促進協會會務所付出的辛勞和供獻感到萬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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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福利方面，我們名譽會長林志明
先生和福利組的理事楊健康 先生、劉家倫先
生、湯家偉先生，去年舉御風國際旅遊有限公
司負責旅遊安排 辦辦了馬來西亞吉隆坡 (雲頂
高原)  粉紅水上清真寺布城 (又稱太子城及數
碼港)  蘇丹皇宮  城市規劃展覽館  怡保 (霹靂
洞舊街場壁畫二奶巷百年火車站) 另外台

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山、新會、江門三天美食團會員和家屬參與。

多謝！多謝！

參觀方面「熱浸鋅工廠」一天團、會員
和家屬參與，另外今年共 14 席蛇宴 ,承蒙各同
事踴躍參與本年度的蛇宴聯歡敘餐也在 2018
<< 四十八周年會員大會暨 2017-19 年度理事補選>>

年 11 月 15 日, 由於當晚門票已全部售罄, 多謝

本會已於二零一八年八月三十日(星期五)，在旺角「倫敦大酒樓」舉行四十八周年會員大會暨
2017-2019 年度理事補選成功完成，由 陳俊傑 先生當選，大會詳情如下：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席

各位會員和家屬踴躍參加，來年本會會繼續舉

部門與政府

躍參加。

工務組
友會事務

內務

: 陸禮華 、劉育聰 、梁秋明 、吳紹雄

房屋署工務部人員協商會常務會議(WGCC)

: 蘇國雄 、黃伯寧

房屋署職業安全及健康小組委員會會議

: 蘇國雄 、黃伯寧

香港政府華員會

: 謝耀東 、梁家明

政府人員協會

: 劉家倫 、湯家偉

香港工會聯合會

: 洪瑞平、吳紹雄

中聯辦

: 姚冠標、黃伯寧

工務員總工會

: 黃伯寧、蘇國雄

辦旅遊、交流團及蛇宴聯歡敘餐。希望大家踴

除此之外，本會在會員福利上亦推出新猷，凡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內退休的會員，如果在退休前已連續五年為本會會
員，他門可以用半價購買是屆會員大會之席劵一張。
另外，更多謝各友好贊助商提供優惠給我們的會員，讓會員可以以優惠

會員福利及活動 : 劉家倫 、 楊健康 、林劍豪 、梁煒燁 、伍敬恆 、 陳俊傑
會訊

: 楊健康 、黃超忠 、林劍豪

電腦支援

: 梁文輝 、梁煒燁、伍敬恆

投訴

: 姚冠標 、梁文輝、謝耀東、 洪瑞平

電腦支援

: 梁文輝、梁煒燁

方式享用各項服務，當中包括銀行、保險、家電、飲食、旅遊、汽油、電訊、海
外升學、資產管理等等。在此，希望他們可以繼續為我們的會員提供更多優惠服
務。

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
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