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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會 職 位  姓  名  職  級 組   別       聯絡電話 

名譽會長 譚耀宗   立法會議員、工聯會副理事長   

主席 馮志明 督察 汽車採購/九龍灣 9210 4467 
副主席 馮樹桓 值班工程師 污水處理/渠務署 9309 8331 
副主席 梁金海 一級監工 綜合工程/屯門 6201 9018 
會務主任 譚集吉 高級技工 汽車/九龍灣 9633 8430 
副會務主任 李紀華 助理機械督察 運輸、保安及中央工程部/九龍灣 9215 2311 
財政主任 李國正 二級監工 汽車/加山 9187 7260 
副財政主任 葉志豪 助理機械督察 污水處理/渠務署 9422 3271 
理事 林凱長 二級監工 運輸、保安及中央工程部/九龍灣 9035 1520 
理事 譚德明 高級屋宇裝備督察 屋宇裝備/消防處 6538 0854 
理事 李  廣 技工 汽車/洗衣街/食環署運輸組 9208 0711 
理事 陳楚南 二級監工 污水處理/渠務署 6096 5756 
理事 陳國輝 一級監工 汽車/九龍灣 9657 7869 
理事 莫家文 助理屋宇裝備督察 運輸、保安及中央工程部/九龍灣 9738 4475 
核數員 王仕輝 一級監工 九龍醫院/衛生工程部 9865 0305 
核數員 張永昌 工程師 工程組/消防處 9263 4143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於二零一壹年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在九龍油麻地會所召

開了第八屆代表大會。大會通過了 2010 年的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當晚到會代表以

不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了第九屆(2011 年至 2013 年)理事會。並通過委任王仕輝先

生、張永昌先生為本屆核數員。 

  二零一壹年四月六日晚新一屆理事會舉行了會議及互選，會議中以不記名投票選

舉產生了第九屆理事會職員。 

04/2011



 
第八屆理事會代表大會 2010 年會務報告( 01-04-2011 ) 
 
  
各位會員代表： 
  

今天是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簡稱“本會＂) 第八屆理事會代表大會。在這裏，我(主席：
馮志明)謹代表第八屆理事會仝人向在座各位代表，在這年內為本會付出的辛勤勞動，致以最
衷心感謝！ 

在過去一年(2010 年)，本會繼續貫徹“擴大愛國團結，維護及爭取會員的合理權益，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治港，建設和諧社會及促進繁榮穩定＂。落實「一國兩制」的工作方針，積
極發展會務工作為目標，會員人數在 2010 年已回升至 1,824 人。但是，這幾年來會員流失也
十分多，由於特區政府多年來停止招聘公務員轉為招聘非公務員合約員工，這樣是會影響工
作穩定性有關；因為有合約僱員的加入，已比前年也略有增長。在營運基金區域化調配人手
的影響下，聯繫會員是有一定的困難，以及很多會員已達到退休年齡，所以在此期間的自然
流失亦比往年多；但在這情況下仍能取得以上成績，也是有賴我們所有會員代表及理事們同
心協力，團結奮鬥的成果！本人謹代表理事會仝人向您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機電工程署為了解決某些因自願退休職系所面對的人手短缺和接任問題，已在 2008 年開始恢
復招聘公務員，職級多達二十多個。而部門新一輪公開招聘公務員的計劃，暫定於 2009 年 3 
月開始刊登招聘廣告以填補空缺及改善服務，空缺約共 111 個。(現在又再延遲至今年 9 月)
希望這次的公務員招聘，能令會員人數不斷增加，這亦是本會在 2011 年的工作重點。 

今天，我很高興告訴大家，本會的會員人數已維持穩定，會務工作正逐步改進，我們懷
着信心地把會務工作不斷地完善，為會員作出更大貢獻。 
現在我代表理事會向大家匯報過去一年的會務工作情況。  
 
 

1. 擴大團結，積極參與社會事務 
各位代表，過去我們為香港落實一國兩制，以愛國者為主體以港人治港而努力。在新的一

年，我們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接再厲，貫徹本會和政府人員協會的發展目標而努力；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維護及爭取基層權益，全心全意為會員服務，加強發展工會自

身建設，擴大團結，積極參與社會事務。促進社會和諧及均衡發展，落實壯大工會力量！

2. 維護合理權益，發揮工會職能 
 

  維護合理權益，為會員排解困難，是工會辦會宗旨和基本職能： 
(i) 參與政府人員協會的研討營，探討工運路向；隨著香港形勢轉變更新觀念、拓展領域壯

大力量、開創世紀工運新路向，堅持愛國愛港，繼續發揮及加強工會爭取和維護會員
權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治港， 落實「一國兩制」。 

(ii) 積極回應公務員事務局的公務員體制改革意見及回應署方的行政建議： 
(a) 支持政府人員協會出席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的代表-成功爭取：低層薪金級別

公務員薪酬調整按“調高＂安排處理、爭取合約員工轉為長期聘用、及穩定部門運作
等作出建議； 

(b) 爭取聘用公務員以填補因公務員退休或離職的空缺； 
(c) 因應公務員事務局的指引和僱傭條例列明，署方向三個前線公務員公會提出本年 11

月 1 日開始實行對公務員合約人員(NSC) 於下列時間工作，只可以假期作補償。(1) 
法定假期；(2) 公眾假期；(3)休息日。本會表明非常關注影到 NCS 的士氣和服務質
素； 

(iii) 維護員工權益，向署方表達及跟進以下事項：  
(a) 跟進車輛工程部的業務調整，關心署內及外借員工調配的情況； 
(b) 積極爭取為前線員工提供特別的培訓計劃，協助員工提升語文水平(中三及中五)； 
(c) 跟進署方建議為機電工程署營運基金引進新的非公務員合約架構及現職非公務員合

約工程技術/監督人員的轉接安排； 
(d) 成功爭取 3+3 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合約期為 3 年試用期及繼續積極爭取轉為長期聘用

條款； 
(e) 繼續積極爭取招聘公務員以應付業務不斷增長； 
(f) 促署方多與署內及外借員工溝通，了解他們的心聲和消除他們的憂慮； 
(g) 向署方反影意見及向員工分析對選擇「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由乙類人員轉為甲類人員」

的利害關係； 
(h) 向署方爭取全數招聘本年畢業的技術員學徒及技工學徒； 



 

 

(i) 有前線員工自殺事故發生，工作壓力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本會認為署方應該正視此種

問題，作出適當的行動，避免慘劇再次發生。本會提議增加溝通渠道和心理輔導，給予員

工來解決工作壓力和情緒的問題； 
 
(j) 跟進因食環署車房有員工退休，車輛工程部將會安排 6 名技工(長俸)調往該署，以填補空

缺。因沒有自願者，最後是以「遲來先走」的規定來處理。本會要求管方給我們解釋此安
排始末，並聆聽及記錄各技工的要求及個人的困難，並盡可能作出最合乎他們的要求做到
公平、公開及公正來處理； 

 
(k) 關於本港發生多宗升降機事故，本會向署方反影這是一個新的機會及可重新檢視現時的

監管機制，及可否會增聘公務員來改善監管升降機的保養程序、記錄和增加巡查次數； 
 

(l) 本會對「９０天延長退休期的申請」的推行給予署方的建議，署方回覆如申請人的申請
經上司及部別主管的推薦，他們亦會批准，但必須符合 (1) 工作上的須要；(2) 紀律良
好；及 (3)身體健康良好； 

 

3. 舉辦活動、康樂、旅遊 
 
 

(i)   本會於本年多次的會員探訪活動，「鑽石山火化場」、「九龍醫院」和「文化中心」等； 
(ii)   本會於 22-26/10/2010 聯同政府機電工程署技術人員聯合舉辦為期 5 天高鐵團。 
(iii)  本會於今年開始舉行每月的行山活動給會員參加；  
(iv)  參與政府人員協會舉辦「基本法講座」，由譚惠琳女士主講。  

(v)   參與「香港工聯會千人武廣高鐵(湖南)体驗之旅； 

4. 提供福利服務和教育 
 
(i)  參與協會康樂事務委員會合作舉辦國內及港內旅遊團以供各會員、同事和家屬參加。 
(ii) 每年舉辦多場蛇讌聯歡以供會員、同事及家屬參加。 
(iii)  每季度均有代會員排隊報讀工聯會業餘進修中心課程服務。 
(iv  憑會員證背頁之工聯咭可獲指定商號享有折扣優惠、工人醫療所診病有折扣。  
(v) 與工聯會工人醫療所合辦的定期為會員及家屬提供的優惠體格檢查、聽覺測試等檢查。 
(vi)  工聯會在深圳、東莞及廣州設立服務站，該三處服務站的服務範圍包括香港人在內地就

有關工作、生活、法律等方面的問題提供諮詢服務。 
(vii) 憑合格會員証申辦汽油咭可享折扣回贈優惠計劃。 
(viii) 與協會舉辦國情系列講座，使大家加深認識中國的國情。 
(ix)  鼓勵理事及代表進修由工聯會舉辦的課程及講座。 
(x)  為了做好會員的鞏固和發展工作，加強與會員的溝通和聯繫。定期寄發本會通訊和政府

人員協會季刊各位會員，及將工聯會業餘進修中心課程小冊子在署內供會員及員工免費
取閱。 

(xi)  工聯會為感謝會員的長期支持，由工聯會提供的「平安保險及住院計劃」，2009 年繼續
免費保險送給會員，但必需因意外所致。 
 

 

5. 工會交流 
 

(i)  參與署內工會的聯席會議與署長等人舉行會議及討論有關營運基金的發展、重組架構、
前景的未來動向及同事們的職業前途等問題。 

(ii)  參與署方與工會/協商委員會代表舉行有關員工的福利、晉升、填補空缺的諮詢會。 
各位代表，過去我們為香港落實一國兩制，以愛國者為主體以港人治港而努力。在新的
一年，我們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接再厲，貫切政府人員協會的發展目標而努力；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維護及爭取基層權益，全心全意為會員服務，加強發展工會自   
身建設，擴大團結，積極參與社會事務。促進社會和諧及均衡發展，落實壯大工會力量！ 

 (iii)  出席香港公務員團體舉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六十周年國慶酒會」活動； 

 (iv)  參與政府人員協會舉辦的「珠海澳門訪問團」活動； 

(v)  參與工聯會舉辦的「2011 年新春聯歡會」。並頒發獎項「傑出義務工會工作者獎」給本
會的核數員李紀華先生； 

 

 



 

 

 

 

 

 

 

 

 

 

 

 

 

 

 

 

 

 

 

 

 

 

 

 

康樂組主辨       愛護林木樂燒烤 

 

報名或查銁 : 本會秘書處     電話 : 2770 3676 

 

參加港内旅遊的活動,每位會員可多購買 3 张會員票 

 

日期    : 2011 年 5 月 22 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   : 上午 8 時 30 分(請準時,逾時不候) 

 

集合地點   : 油麻地廟街 47-57 號正康大樓地下 

 

费  用   : 會員$95 元   非會員$105 元 

 

行  程   : 早上乘旅遊車往八仙嶺郊野公園,沿流水 

     響家樂徑到石坳山之植林區 (此區為渔護 

     署分配給本會之植林區),步行約 1 小 

     時,進行除草、施肥工作。後往流水響家 

     樂徑燒烤場燒烤。約下午 5 時返回市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