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犒)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                      

第四十二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201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開會時間： 晚上 7 時 15 分（原訂時間下午 7 時正） 

 會議地點：九龍紅磡黃埔新天地螢幕圈 (第 8 期)4 樓會所 1 號 

 出席人數：172 人（會員人數：2350 人） 

 會議主席： 梁恩兒會長 

 記   錄 ： 蔣智恒總秘書 

會議內容： 

1.  會長宣佈開會 

1.1 於晚上 7 時 15 分到場會員人數 172 人，達到足夠法定人數，會長宣佈會議開始。 

 

2. 審閱及通過：上屆﹝第四十一屆﹞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2.1 以上會議記錄內容並無修改，由陳國明動議，葉曉婷和議，全體出席會員一致通過。 

 

3. 檢討上述會議記錄 

3.1  上述會議記錄再無其他事項須特別跟進或報告。 

 

4.  推舉選舉監察員四名 

4.1 出席會員一致推舉出下列 4 位會員為選舉監察員：許江華 李瓔之 何世昌 黃偉光 

     

5.  選舉 2018-2019 年度﹝第四十三屆﹞理事十五名 

5.1 首先由各候選人作簡單自我介紹。(有自我介紹的候選人包括: 區澤富、陳建霖、張錦活、

蔣智恒、鄒智浩、周木盛、葉肇威、黎家恒、陳海濤、梁恩兒、顏文謙、柯國棟 、林家朗、

袁寶強。而候選人何國勤因事缺席會員大會) 

 

5.2 選舉在 4 位監察員之監督下進行：檢查票箱後到埸會員於晚上 7 時 40 分開始投票。 

 

5.3 大會及監察員於晚上 7 時 40 分宣佈截止投票。（當時到場會員人數 176 人） 

 

5.4 由選舉監察員點票及核對投票結果。（於選舉監察員點票時，會議同時進行以下議程） 

 

6. 推舉 2018-2019 年度﹝第四十三屆﹞義務審計員兩名 

6.1 會長首先多謝本年度兩位義務審計員：陳國明和劉惠安協助審核帳目，使本年度審計工

作順利完成。特別多謝陳國明多年來為本會擔任義務審計員工作。 

 

6.2 因本會年度支出總額超過港幣＄80,000，所以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要求本會審計員需要

擁有第二級國際職業資格簿記及會計證書（LCCI Level 2）之人仕擔任。 

 

6.3 接著由廖復興提名劉惠安，獲鄒智浩和議；葉曉婷提名陳文傑，獲余一鵬和議。出席會

員一致推選出劉惠安和陳文傑為 2018-2019 年度義務審計員。 



7. 會長報告 

7.1 本人很高興上年度獲選為 4A 會會長，好多謝各位理事及會員的支持。 

 

7.2 在過往一年，4A 的理事會群策群力、上下一心，發揮了出色的團隊精神，令到今年理事

會的一切事務，包括談判、組織、教育、內務及宣傳都非常完善，這都是有賴各位理事

無私的付出。我希望在這大會正式多謝各位理事過往一年的努力。 

 

7.3 4A 會一直以來在與管方的談判上一向也得到各管理層的尊重，而經談判後，更有顯著的

成果；有關談判事宜的要點，我會留待談判主席兼副會長稍後為大家報告。期望來年，

我們繼續與管方作定期的會面、溝通。我在這裡呼籲，如各會員或各工作小組遇到工作

上，管方有不合理的對待，請主動向 4A 會接洽，讓我們能提供意見或跟進。 

 

7.4 為配合上年我們的三個目標：「架構重組、凝聚會員、建立新形象」，4A 會在過往一年做

了不少的工作，稍後晚宴我會同大家重溫。 

 

7.5  能夠像 4A 會成為一個穩健有實力的公務員工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有賴前輩的努力

得來，作為後輩，我們的使命，除了爭取會員權益外，更要顧及 4A 會長遠的發展。很多

其他工會都會因為年青人對工會的不了解，以及年青人的心態不同，而遇到會員數量日

漸減少，所以 4A 會應該要與時並進，鞏固同會員之間的溝通、向心力，更要吸納年青的

新會員及理事，令 4A 會不但只穩健前進，更要成為一個有活力的工會。 

 

7.6  其實近年，大家會發覺有一些關於公務員的議題，例如：新制同事可選擇退休年齡由 60

歲轉 65 歲、假期、退休後醫療，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本會亦非常關心，但我們一個 4A 會

雖擁有二千多名會員，但在公務員體系中仍是少數目。要有能力令公務員事務局聽取你

的聲音，必需要與其他公務員工會聯合，才能有望增取成功，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本

會會與各公務員工會友會緊密聯繫，為公務員的議題一同努力，務求發揮更大的效用，

向管方發更大的聲音。 

 

8、會務報告 

8.1 副會長兼談判委員會主席張錦活向會員簡述談判委員會工作報告。有關在二零零零年六

月一日或之後但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之前受聘的公務員可選擇在 60 歲或 65 歲退休方

面，本會成功向公務事務局爭取提供公務員在新公積金計劃下的累積供款額推算表。就

會員可能因職務而捲入法律問題，本會將於 2019 年邀請本會義務律師李全德律師舉辦講

座，希望能為會員增加相關之法律知識。而政府於 2019 年將進行薪酬水平調查，本會將

密切跟進。 

 

8.2 總秘書報告：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會共有 2350 名會員，而永久會員人數為 1674 名，

年費會員人數為 676 名。會務報告及各委員會報告早已整理發出，各位可自行參考或提

出討論，報告內容在此不再覆述。 

 

 

 

 



9、 司庫報告----審閱及通過 2017-2018 年度財政報告 

9.1 司庫陳建霖向全體出席會員報告本會財政狀況及年度財政報告，本年度(2017-2018)之收

支結算及資產負債表已由兩位義務審計員審核完畢及派發。 

 

9.2 本年度(2017-2018)本會入賬總額為港幣 218,988.44 元，總支出為港幣 132,508.87 元。

本年度盈餘為港幣 86,479.57 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會的總資產值為港幣

2,409,323.84 元。 

 

9.3 其後，上述收支結算及資產負債表由鄧俊翹動議，廖復興和議，全體出席會員一致通過。 

 

十、其他事項 

10.1   會議先討論其他事項，其後才頒發退休會員紀念品，以方便酒樓準備。 

 

10.2   會議無其他事項討論。 

 

十一、頒發退休會員紀念品 

11.1 會長先 祝賀各退休會員（72 人）退休生活愉快，心想事成，身體健康。隨即將退休紀念

品（刻有會員名字及本會紀念木盾、刻有本會徽號原子筆、40 周年紀念特刊及印有本會

徽號的手挽袋）頒發予下列會員(不作排序)或由其他會員代領或另行安排送出： 

 

  李兆輝 馮兆聰 方富春 陳國明 黃國材 陳煥明 朱榮華 羅廣馬  

  陳碩華 梁福財 蘇國榮 黃秀月 蔡文惠 黃景生 李志超 郭樹樑  

  任建偉 莫永茂 關秀芬 黃力強 卓麗嬋 林偉良 鄺錦榮 張影梅  

  蔡茂輝 簡兆玲 郭子豪 劉啟森 袁志成 程景揚 張志雄 黄華裕  

  譚國偉 程天祺 盧耀祥 陳志雄 梁文新 黃演光 何茗權 張碧玲 

  黎慶銓 林偉仁 樓樹祥 梁志文 康德懷 盧德財 葉漢麟 曹慧玲  

  洪偉明 黎健璋 余文華 譚偉光 胡秉鐮 陳國興 勞建能 黃德富  

  梁泰威 鄧耀宗 張順興 高汝明 李文洪  馬振忠 黃一烈 黃貴華  

  劉佩雯 陳德榮 陳慕華 巫湘雯 顏鎮榮 李雪梅 林楚君 歐陽榮光 

 

十二、會議結束 

12.1  會長報告選舉監察員已完成點票工作，收回選票 165 張，其中有效選票 159 張，空白選

票 0 張。並宣佈十五位候選人均獲選為第四十三屆理事(不作排序)： 

  何國勤 張錦活 梁恩兒 陳建霖   李雅達 林振鵬 葉肇威 童瑞文 

  顏文謙 柯國棟 區澤富   袁寶強  蔣智恒 周木盛 鄒智浩 

 

12.2 會議於晚上 8 時 15 分結束。 

 

          本會議記錄經由會員大會通過 

 

 

                                                會長簽署                  

記錄：蔣智恒                                                 年  月  日 

日期：2018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