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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元日》宋。王安石《元日》宋。王安石

今期重點：   
 1) 新春賀辭 2) 第四十三屆會董選舉實錄 3) 2021年會員大會及會員特別大會  

4) 2021下半年會務活動 5) 會務動態 6) 友會互動 7) 參觀立法會

各位會員，新年好！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轉瞬間已是壬寅虎年，祝願香港迎來溫暖春風，旭日光輝照遍

神州大地，家家戶戶喜氣洋洋！

今年春節，第五波疫情非常嚴峻，本會響應齊心抗疫，取消在會所舉行新春團拜，改為網上進行。

過去兩年，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衝擊著各行各業，電業本行亦不能倖免，然而只要大家緊守崗位，

積極面對，相信疫境過後的香港必再現光芒，讓我們一起努力加油！

第四十三屆會董選舉已順利完成，十分感謝會員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將會齊心協力完善會務，

務求不負眾望。新年新景象，本人謹代表會董會全體同寅向各位會員恭賀新禧，祝福大家身體

健康，合家平安，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心想事成！

                                                                                               吳旅佳會長 敬賀

2021 年 12月 1日   2021 年 12 月 1日   

開箱點票開箱點票

2021 年 12月 15日   2021 年 12 月 15日   
會董職銜互選會董職銜互選

第四十三屆會董選舉實錄第四十三屆會董選舉實錄

新春賀辭新春賀辭



第四十三屆會董會 (2022-2023) 職銜表

2021 年會員周年大會及會員特別大會 
港九電業總會 2021 年度會員大會於 12月 15 日在會所舉行，由劉少雄義務秘書擔
任司儀，吳旅佳會長先致開會辭，蔡鳳潛總務部長和廖卓麒副財務部長分別作總
務及財務工作報告。會議一致通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核數報
告及繼續委任梁樹賢會計師為下年度核數師，並通過委任劉德銘律師及鍾沛林律
師為下年度法律顧問。

本會於 12 月 15 日同時召開會員特別大會，主要議題是會
章修訂，由吳旅佳會長解釋修訂內容，經過多番討論，最
後會議一致通過由新的組織章程細則取代整份現有的組織
章程大綱。

職銜 姓名 職銜 姓名 職銜 姓名 職銜 姓名

會長 吳旅佳 副審核部長 鍾偉強 會董 何  華 會董 黃宇光

副會長 李銓昌 福利部長 周偉民 會董 何志雄 會董 楊啟祥

副會長 冼焯添 副福利部長 李家興 會董 余桂珍 會董 楊廣戴

義務秘書 江  明 會員部長 許敏玲 會董 吳志豪 會董 廖卓麒

副義務秘書 梁志剛 副會員部長 蕭嘉榮 會董 孫志豪 會董 廖漢輝

總務部長 蔡鳳潛 教育部長 冼文浩 會董 張洪鈞 會董 盧顯錫

副總務部長 羅達朝 副教育部長 黃宛琪 會董 張梓雄 會董 蕭國全

財務部長 吳志強 公關部長 關偉元 會董 陳兆強 會董 蕭國強

副財務部長 劉少雄 副公關部長 王家禮 會董 曾廣智 會董 關景立

審核部長 高東平 會董 于健安 會董 黃允培 會董 蘇沛光



2021下半年會務活動
第四十二屆會董聯歡晚會

受到疫情影響，第四十二屆會董會任職後一直
沒有大型活動。多謝吳旅佳會長、
李銓昌副會長和冼焯添副會長悉心
安排和鼎力贊助，加上公益會及高
球基金支持，在配合疫情限聚條件
下，聯歡晚會於 8月 27 日舉行。
當晚會董們和嘉賓們難得聚首一
堂，共度一個歡愉的晚上。

高球隊聯歡晚會  

本會高爾夫球隊活動在疫境中完全停
頓，球委會特別安排於10月 29日舉行
聯歡晚會，出席的隊員們久別重逢，話
題滔滔不絕，互訴沒有打球的日子如何
難過。大家均熱切期望疫情盡快結束，
可以在綠茵球場上相會，再比高下！

會員同樂一天遊

本會於 12 月 12 日舉辦 2021 年會員同
樂『南生圍、錦田壁畫村、信芯園農莊』
一天遊。是日天公做美，風和日麗，會
員們連同家屬親友，共享郊遊之樂。每
位參加者均獲現金贊助利是一封，3位
會長另再贊助幸運抽獎
及午餐全場酒水，大家
都盡興而返。



同上原因，原定
於 2 月 15 日 在
會所舉行的第
四十三屆會董就
職典禮將延期至
另行通告。

本會第四十三屆會董選舉已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開箱點票，在 12
月 15 日舉行會董職銜互選；感謝各位
會員及會董們的支持，使選舉工作得以
順利完成。

本會設有陳列櫃供會員展示產品，有興
趣者請聯絡本會辦事處。（另函通知）

鑑於疫情在春節期間更趨嚴峻，為配合政府
限聚令，會董會決定取消原定於 2月 15 日
在會所舉行的新春團拜，改為網上團拜。

七十六周年會刊派
發已截止領取，仍
未領取的會員可到
本會會所索取，餘
下數量無多，有意
者請從速。

新會員

個人會員
尹國祥先生
區志昌先生
韋業堅先生

機電工程署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	 吳旅佳
機電工程署電力法例 (406 章 ) 上訴委員會	 吳旅佳
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 ( 產品標籤 ) 條例上訴委員會				 蔡鳳潛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業訓練委員會															 高東平
職業訓練局機電業過往資歷認可工作委員會							 梁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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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動態會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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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9日

吳旅佳會長及李銓昌副
會長於 7月 9日出席
香港電器業協會第十二
屆理事會成立大典。

2021年 8月 20日

冼焯添副會長於8月20
日出席港九電器工程電
業器材職工會六十三周
年會慶聯歡晚會。

<<

2021年 9月 24日

吳旅佳會長於 9月 24
日出席香港電動車業
總商會五周年會員大
會及晚宴。

2021年 10月 19日

吳旅佳會長、李銓
昌副會長及冼焯添
副會長於 10 月 19
日出席香港順德勒
流聯誼會七十二周
年國慶及會員聯歡
晚會。

2021年 12月 03日

吳旅佳會長於12
月 3日出席香港
機電業工會聯合
會二十周年會慶
聯歡晚會。	

<<

<<

<<

2021年 11月 18日

吳旅佳會長於 11 月 18
日出席香港機電業工會
聯合會舉辦的	[2021 年
機電業持續職業安全推
廣活動 ]。	

2021年 6月 15日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駱癸生理事長、
張永豪副理事長、繆泰興副理事長、周永貽副
理事長、邱杰斌副理事長、洪秀琼秘書長及朱
育青社會事務主任等於 6月 15 日到訪本會，與
本會會長及會董們就電業界情況和未來發展進
行研討交流。駱理事長並向本會贈送他們編撰
的『電學原理』和電工手冊等書籍。

麥家聲著．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出版．每本港幣280元

《電學原理》整套叢書共分為四冊，內容層次分明，由淺
入深，圖文並茂說明相關的電學原理，並附有計算例題作
解釋，將助你解決工程上遇到的難題。

全書彩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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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10日

吳旅佳會長及關偉元部長
於 12 月 10 日出席香港電
器業協會「會員迎新暨聖
誕聯歡晚宴 2021」	 <<

<<



參觀立法會參觀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先生於 10 月 15 日到訪本會與會董們見面會談，邵議員詳盡地
闡述了過去數年他在立法會的工作成果，並就電業行的經營狀況及困難等作深入
探討。

立法會因應新一屆的 90 位議員將進行擴充改建，邵議員特別邀請本會會董在改建
工程前參觀立法會，以紀念此歷史時刻。由於擴建期快至，3位會長及會董們決定
於 10月 23 日前往參觀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