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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保齡球比賽 2017  比賽結果 

"4A 保齡球比賽 2017" 已於 2017 年 7 月 8 日順利舉行，本會多謝各位參與是次活動的朋友，希望各

位會員亦參與明年舉辦的比賽。  

比賽當日有隊際、男子個人及女子個人三組比賽。隊際組別、男子個人組別設有冠、亞、季、殿軍四

個獎項，而女子個人組別基於參賽人數而設有冠、亞軍兩個獎項。得獎隊伍及朋友如下:  

 

 

 

 

 

 

 

 

隊際組別 

冠軍: Buildings Department – A  總分(六局)： 889 

亞軍: Buildings Department – B  總分(六局)： 821 

季軍: JAWs  總分(六局)： 811 

殿軍: 3-kwong  總分(六局)： 805 

男子個人組別 

冠軍: Mr Ma Hing Yuen, Jerry (Buildings Department – A)  總分(兩局)： 343 

亞軍: Mr Cheng Chun Fung (JAWs)  總分(兩局)： 308 

季軍: Mr Thomas Lee (3-kwong)  總分(兩局)： 292 

殿軍: Mr Yau Sai Kei, Chris (Buildings Department – B)  總分(兩局)： 272 

女子個人組別 

冠軍: Miss Fok Po Yee (JAWs)  總分(兩局)： 269 

亞軍: Miss Leung Yan Yee, Connie (EASWIM)   總分(兩局)： 191 

隊際組別冠軍: Buildings Department – A 

左起為得獎者 Mr Marco Fok、Mr Jerry Ma、

Mr Ricky Ming 由本會理事周木盛先生頒獎 

男子個人組別冠軍: Mr Jerry Ma 

由本會司庫梁恩兒小姐頒獎 

女子個人組別冠軍: Miss Fok Po Yee 

由本會副會長張錦活先生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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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會員登記、第四十一屆會員大會及聚餐 (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晚)  

第四十一屆會員大會及聚餐將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晚在旺角倫敦大酒樓舉行。快將退休之會

員請親自聯絡本會以登記出席會員大會領取紀念品及免費享用該晚聚餐，讓朋友們恭賀你們榮休之餘

也讓會方感謝你們歷年來對本會的支持。而各登記了的退休會員將會得到紀念品一份。 

 

退休會員登記方法 

快將退休之會員請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將表格  (見附頁) 填妥並電郵至:  pr@agtso.org  再

聯絡本會理事柯國棟先生( 電話： 2129 3380 )或顏文謙先生( 電話： 2129 3093 ) 作實。 

 

聯絡員亦可先邀請快將退休/ 已於近期退休之會員及獲其同意後通知本會，再請他們依第 2 段所述的

方法親自通知上述兩位理事及作登記。 

 

為公平地對待忠實會員，除獲理事會批准，會員於退休時須連續維持本會會籍 5 年或以上或已成為永

久會員方可領取「退休紀念品」及享有退休會員福利。 

 



 

 

 

 

 

 

 

 

 

 

 

 

 

 

 

 

註: 

1.  請將退休的會員把填妥的表格電郵至:  pr@agtso.org 再親自通知本會理事柯國棟先生

(電話： 2129 3380)或顏文謙先生(電話： 2129 3093)。 

2.  第四十一屆會員大會將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晚上在旺角倫敦大酒樓舉行。 

3.  請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將表格交予本會，謝謝。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 退休會員登記 第四十一屆(2017 年)會員大會 

退休會員 

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會員編號 :  

  

參加會員大會聚餐: 

 會   /   否 

工作部門 :  

 (e.g. ArchSD, BD, CEDD, DSD, HD, HyD, LandsD, PD, TD, WSD etc.) 

行業及職級 :  

 (e.g. Architectural, Building, Civil, Carto, Planning, Structural, etc. 

and SO, TO, SSO, STO, etc.) 

退休後聯絡電郵 : 

  

退休後聯絡電話 : 

  

退休年份及月份(如選擇退休後放假，則以較後為準) :            年            月 

聯絡員姓名（中文姓名）:  聯絡員電話: 

第 5 頁共 6 頁 (另附 1 聯絡資訊頁) 

期數: 第四十一屆 | 第五期 | 2017 年 10 月 



期數: 第四十一屆 | 第五期 | 2017 年 10 月 

工作間小提示送予各位會員 

為慶祝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成立 40 周年，協會製作了座枱工作間小提示送予各位會員，各辦

公室聯絡員已在本年 8 月起逐步向各位派發小提示，本會在此感謝各聯絡員的協助。 

如有會員仍未收到座枱工作間小提示，可以電郵至 mail@agtso.org 查詢。電郵內請註明會員英文名

稱、會員號碼、所屬行業、聯絡電話及辦公地址，本會收到電郵後將儘快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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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電話: 9303 5179     傳真: 3011 5322    網址: http://www.agtso.org 

電郵: mail@agtso.org     member@agtso.org (會籍申請)  

pr@agtso.org (退休會員登記) 

本會會費户口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 002-886315-001     

本會義務法律顧問 李全德律師 電話: 2521 5561  

撰文及設計:  

學術及常務委員會 

組職及公關委員會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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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商委員會(DCC)本會代表 

部門 行業 DCC 代表 電話 

建築署 技術主任 (結構) 趙保羅 2867 3792 

技術主任 (屋宇裝備) 李偉彪 2808 3501 

規劃署 測量主任 (規劃) 葉肇威 2158 6152 

屋宇署 測量主任 (屋宇) 謝偉權 3167 7534 

技術主任 (結構) 馮鈞建 3168 2063 

地政總署 技術主任 (製圖) 蔣智恒 2231 3519 

運輸署 技術主任 (交通) 周木盛 2829 5266 

土木工程拓展署 技術主任 (土力工程) 張錦活 2760 5776 

技術主任 (土木工程) 鄧顯達 2762 5675 

路政署 技術主任 (土木工程) 陳澤海 2714 1613 

渠務署 技術主任 (土木工程) 范錦成 2594 7421 

房屋署 技術主任 (結構) 盧裕國 2129 3088 

技術主任 (土力工程) 葉錦文 2761 7143 

水務署 技術主任 (土木工程) 李啟鴻 2829 4514 

第四十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 

職銜 姓名 現職部門 所屬行業 電話 

會長 翁振潮 水務署 技術主任(土木) 9303 5179 

副會長 張錦活 土木工程拓展署 技術主任 (土力工程) 2760 5776 

總秘書 黃秉源 屋宇署 測量主任(屋宇) 2626 1372 

副總秘書      

及 副司庫 
陳建霖 規劃署 測量主任(規劃) 2158 6100 

司庫 梁恩兒 房屋署 技術主任(製圖) 2761 5311 

會籍主任 何國勤 地政總署 技術主任(製圖) 2231 4100 

副會籍主任 蔣智恆 地政總署 技術主任(製圖) 2231 3519 

理事 周木盛 運輸署 技術主任(交通工程) 2829 5266 

理事 李雅達 地政總署 技術主任(攝製) 2231 4124 

理事 葉肇威 規劃署 測量主任(規劃) 2158 6152 

理事 顏文謙 房屋署 技術主任(結構) 2129 3093 

理事 柯國棟 房屋署 技術主任(結構) 2129 3380 

理事 林振鵬 房屋署 技術主任(建築設計) 2762 6063 

理事 區澤富 屋宇署 技術主任(結構) 3549 6094 

理事 袁寶強 土木工程拓展署 技術主任(材料試驗) 2703 7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