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由治及興 -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啟示

2022年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政府及民間均舉辦很多的慶祝
活動。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更親
臨香港主持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
屆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對香港未來發展影響甚大。
習主席提出「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期望特區政府良政善
治， 保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駱
惠寧更強調，我們必須學好原文、準確領悟、指導實踐、見諸行
動上下功夫，共同推動香港實現更大作為，“同祖國人民一道共
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

香港公務員作為特區政府主要施政的一部分，我們更加需要時刻
銘記服務市民的初心。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作為管方政府及職方
員工之間的主要溝通橋樑，我們會繼續為公務員尋求最佳的薪
酬 、福利和服務條件，亦會與政府一同商討改善特區政府的施
政效率，配合香港未來的整體發展。

自從《國安法》的訂立及「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可以算是走
上了「由治及興」之大路，新任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已經於
2022年7月1日就任，各司局長正在密鑼緊鼓，預備迎接新時代的
開始。 我們相信未來五年，新任政府會更加「有擔當、敢作
為」，公務員的工作量亦會跟隨大增。然而，香港公務員仍是世
界上最優秀的公務員團隊之一，我們本著初心，定當能同心合
力 、緊守崗位，盡忠職守地完成未來五年的各項使命，亦要更
多面對公眾，說好「香港的故事」！

雖然第五波疫情仍然非常嚴峻，但是相信已經受控，香港特區政
府亦開始為全面復甦做好準備，相信經濟復甦、市民信心回升指
日可待。在此，我祝願各會員時刻保持身心靈愉快，常常懷著感
恩、積極進取的心態，服務香港市民，我們與全港市民休戚與
共，一同邁步踏進新時代，迎接香港下一個的興盛時代。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會員通訊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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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晚假座馥苑海鮮酒家舉行周年會員大
會，並於同日選出第61屆理事會。李方冲先生被推選為新一屆主席，新
一屆理事名單和工作範疇請參閱通訊附件一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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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屆週年會員大會 (AGM)  2021年10月21日

本會支持及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周年國慶典禮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周年，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聯同多個
香港公務員團體包括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
總工會、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職方)、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於
2021年9月23日(星期二)假座中環的展城館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國慶典禮。
當晚邀請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親臨主持儀式，同時出席盛會的嘉賓
有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先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薛永恆先生、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梁建先生，多名立法會議員及多
位部門首長等。 當晚由香港升旗總會進行升旗儀式、全體唱國歌，以
及消防處醒獅隊表演助慶，場面熱鬧。 是次慶祝國慶晚宴得以成功舉
行，有賴各團體籌委多月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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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道水塘道

本會在2021年12月10日晚假
香港大潭道陽明山莊會所三
樓怡景廳舉行六十三周年餐
舞會。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
生蒞臨主禮及致辭。周年餐
舞會乃本會一年一度盛事，
得以順利舉行有賴各理事、
會員及嘉賓的支持，就此向
各位表示感謝。

六十三周年餐舞會  2021年12月10日

主席李方冲先生致辭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先生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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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贈予鳳溪護理安老院新冠病毒快速檢測包

本會日前獲得工聯會慷慨捐贈800套新冠病毒快速檢測包。由於坊間已
經較為容易購買快速檢測包，本會決定本著「推己及人」的精神，將有
關快速檢測包轉贈給「鳳溪護理安老院」，好讓院內工作人員能有足夠
的快速檢測包使用，祈求能盡量減低病毒的傳播。「鳳溪護理安老院」
是一間非牟利的機構，竭力為地區老人家提供護理、醫療及安老服務。
本會感謝工聯會的慷慨捐贈。

中華全國總工會捐贈新冠病毒快速檢測包

承蒙中華全國總工會
於2022年3月5日捐贈
1,000套新冠病毒快速
抗原檢測包，給予本
會會員作防疫之用。
在此疫情嚴峻之際，
獲得中華全國總工會
總慷慨捐贈，本會甚
感榮幸。期望全香港
市民繼續努力加油、
同心抗疫，疫情早日
消退，香港繼續保持
繁榮穩定，市民生活
富足，安居樂業。



濕地公園內部分參加者合照

香港一日遊  2021年 8月7日

2021年8月7日(星期六)，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及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
業同學會，聯合舉辦烏蛟騰烈士紀念園、潘屋、濕地公園等地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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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團體參加者在抗日英烈紀念碑前合照留影 香港高部分參加者在潘屋〈蔭華廬〉門前合影

鄭和榮博士在濕地公園館內詳細介紹公園內候鳥及魚、
植物等情況

濕地公園館內詳細介紹公園內候鳥及魚、



香港高慶回歸廿五載遊  2022年 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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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和日麗、晴空萬里，香港高一行十數人為慶祝特區回歸廿五周年，
於2022年6月27日半天本地新界遊，以回歸、生態及漁農發展為活
動主題。由本會司庫鄭和榮博士精心策劃並親自導賞作專業講解，
行程包括參觀新田鄭氏蝦場、流浮山陶氏生態園、天水圍愉富農科，
了解忘不了及寶石魚的生長過程。午餐於新田奇異農科，享受專人
主理各類燒烤美食、暢懷淺酌，飽覽田園風景！



本會就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

第六屆選舉委員會（勞工界）界別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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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同心抗疫

自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至今，已經有不少公務員參與不同層面的防疫工作，
包括「圍封強檢」、管理「疫苗注射中心」/「檢測中心」、「跨部門應變小
組」的大廈環境調查等，同時公務員亦努力維持各種必要的公共服務，實在
值得嘉許及鼓勵。本會於2022年3月1日致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支持
公務員同心抗疫，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支持全民抗疫、公務員齊心參與
2. 公務員自願參與、確保安全第一
3. 每次行動必須詳細規劃、準備充足
4. 政府維持主要公共服務、公務員繼續「在家工作」安排
5. 配合中央支援，香港疫情消退指日可待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就《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及《2022至23年度財
政預算案》，於2021年8月2日及2021年12月6日分別致函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女士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1. 公務員的編制及公營部門改革
2. 2000年後入職公務員的福利及退休保障
3. 公務員的一般培訓及國家事務培訓
4. 公務員薪酬調整及其他附帶福利
5. 公務員團隊執行能力

本會經由理事會通過及提名主席李方冲先生參選第六屆選舉委員會（勞工界）
界別選舉。選舉在2021年9月19日舉行，本會主席李方冲獲多數選民支持當
選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委員，任重道遠。

立法會換屆選舉

立法會換屆選舉在2021年12月19日舉行，本會兩位榮譽顧問盧偉國議員及
謝偉銓議員順利當選及連任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本會致以衷心的祝賀，並祝
願他們繼續努力為香港服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

公務員學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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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仝人，熱烈恭賀李家超先生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
行政長官。本會期望李先生以精誠團結政府、社會各界和全香港市民，組織
並領導香港愛國者治港團隊，敢於擔當，「同為香港開新篇」，為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做實事，積極規劃並建設香港 成為更宜居、更開放、更有活力、
更加團結的城市。

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學院在2021年12月9日成立，標誌公務員培訓發展的
工作邁向新里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成立典禮，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常務副主任張曉明透過錄像發表講話。一起出席儀式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致辭時說，期望透過成立公務員學院培養更多治理人才，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精神、全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為香港締造
更美好未來。

八大工會舉行「香港勞工界聯合勞工政綱交流會

本港八個工會集團組織(香港工會聯合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港九工團聯
合總會、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香港公
務員工會聯合會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早前聯合發表勞工界聯合勞
工政綱，八個聯署團體在2021年11月24日舉行舉辦「勞工界聯合勞工政綱
交流會」，邀請勞工界代表、相關選委及參選立法會選委界別候選人出席，
交流對勞工政綱及政策的理念及看法。逾百位勞工界相關選委、工會組織代
表，與出席的46位立法會選委界別候選人，就香港勞工界聯合勞工政綱作交
流。

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2022年7月1日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
話 。 他強調，過去25年來在祖國全力支持下，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當
中他提出「四個必須」和 「四點希望」，成為香港往後發展的重要指引。

香港高在2022年7月21日的全體理事會上，榮譽主席黃孔樂先生與理事分享研
讀習主席講話的心得，理事們踴躍分享他們貫徹主席重要講話的體會，互相
勉勵，承諾配合特區政府良政善治，為香港「由治及興」新編章貢獻力量。

習近平主席7月1日講話分享會



歡迎新會員加入

本會呼籲各會員，誠邀你們的同事一起加入香港高，務求能團結一致，
集合力量支持香港高繼續為高級公務員發聲。會員類別大致可分為普通
會員（年費$200）和退休會員（一次過$400永久費同）。如有興趣加
入，可向本會辦事處(政府總部東座三樓328室) 索取表格，或登入本會
網頁下載 (http://www.hksgoa.org/)，填妥表格及自動轉帳申請表連同首
年年費繳交即可。如有任何查詢，可於辦工時間內致電2522 4267向彭
小姐查詢。

香港高退休公務員分會已正式成立。在2021年10月21日本會的週年會員
大會，前主席郭志德先生被委任為新一屆(2021/22年度)退休分會主席，
同時通過委任新一屆的退休分會理事。退休分會將會為退休會員爭取福
利及安排活動。

現時香港高的退休永久會員，會自動成為退休分會會員。已退休的香港
高非永久會員及現時香港高的退休會員，皆歡迎申請加入退休分會。年
費$20，或一次過繳交$400成為永久會員。非（香港高）會員的退休高級
公務員，可以申請成為香港高之友及參加退休分會的活動，一次過永久
會費為$400。申請可電郵至:hksgoa@biznetvigator.com

香港高退休公務員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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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屆(2021-22年度）理事名單如下:

主席 :  李方冲測量師
高級副主席 : 彭禮輝規劃師
副主席 : 林文貞工程師 / 姚勳雄工程師
司庫 : 鄭和榮博士
秘書長 : 駱敏慧女士
副秘書長 : 楊成蔭工程師
榮譽主席 : 黃孔樂工程師
退休公務員分會主席 : 方天俊先生
對外聯絡主任 : 周國平工程師

理事 : 卓長基測量師，張子輝博士，顏嘉倩建築師，張刻勁醫生，
周偉強測量師，蕭邦泰先生，張敏婕工程師，陳澤森測量師，
李志灝工程師，李宗傑測量師，楊暉工程師，林展鵬建築師

退休分會理事 : 瞿健平先生，劉志雲工程師，姚寶隆園境師，林祥測量師
增選理事 : 蔡俊明工程師，廖志豪建築師，卜國明工程師，黃傳輝工程師，

梁少江工程師，鄧慶江先生，黃家榮測量師，王曉輝工程師，
黃俊雄工程師，陳珮雯工程師，李景昇工程師，陳宇俊測量師，
陳沛傑先生，何少強測量師，馮智恒建築師，周卓樑規劃師，
黃文欽先生

榮譽會長 : 潘樂陶工程師BBS，李振庭先生，黃炳生先生，余錫萬工程師，
陳健文先生JP，陳克測量師BBS，林光宇先生SBS ，
蘇平治工程師

榮譽顧問 : 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工程師 SBS, MH, JP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測量師 BBS, JP

榮譽會務顧問 : 馬紹良先生BBS，高贊覺博士SBS，梁子超醫生，
彭達材工程師，陳伯芳工程師，潘偉明醫生，蘇平治工程師，
郭志德工程師，陳世烱醫生，黃孔樂工程師

義務法律顧問 : 彭韻僖律師BBS
義務核數師 : 莫偉光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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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