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董事會例會 - 會議議程
2014年2月份董事例會
日期：2月20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6:15 – 下午7:00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公佈最新2013-14年度「主席團成員」名單

傳訊部 - 副主席
林查理
先生

日期

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動議/和議)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動議/和議)
主席工作撮要報告
各部門重要工作撮要報告
財務報告
(動議/和議)
新會員入會審批
其他事項/專題討論
下次會議日期及地點

日期

工作撮要

20/1

資歷架構秘書處訪問

21/1

旅發局 及 四大飲食商會 "美食之最大賞"會議

22/1

前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歡送晚宴

29/1

築福香港記者會（高永文局長主禮）

6/2

「築福香港」開幕禮

6/2

煌府婚宴集團贊助「築福香港」長者點心宴 (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

工作撮要

12/2

社會服務聯會 訪問錄影

13/2

2月份主席團會議

13/2

中央駐港辦新春酒會

17/2

新城「味之年賞」會議

18/2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春茗晚宴

20/2

2月份董事例會 暨 2014年春茗聯歡晚宴

行政部
鍾家寶副主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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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址 – 維修及工程項目

資歷架構 -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會址地板爆裂問題嚴重(大廳)
須進行重新舖地磚工程

1. 預料工程於下星期進行
2. 上月已申請批款

「燃點餐飲明天」首屆畢業禮
 26/3/2014舉行
 地點﹕政府總部


歡迎所有會董、會員參加

 詳情有待秘書處公佈
 另有「資歷架構」小冊子
(隨福袋附送)

福利部
陳家強副主席
報告

「提升香港餐飲業營運和管理系統計劃」基金計劃進程

• 籌備資源手冊及DVD製作
- 輯錄先導企業的整體評估表現
• 網頁製作 (website)
• 即將推出

活動日期：2014年3月下旬
活動地點：上海

*詳情將於稍後時間以通告形式發出*
有興趣請留意協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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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黃埔美食坊地庫

活動日期及時間：例會結束後正式舉行

B1雷霆保齡

活動內容﹕1. 新春特別遊戲
2. 財神合照及大派利是
3. 新春服飾派對及頒發特別造型獎
4. 卡拉ok比賽環節
5. 幸運大抽獎

*每位參加者都會獲得禮物包一份

優質餐飲業環保管理計劃 (QREMS)

項目拓展部
黃浩鈞副主席
報告

「香港優質餐飲業環保餐廳指南」書刊製作
目的為向公眾宣傳推廣環保餐廳、
介紹通過認可商戶之餐廳、
分享餐廳的環保工作

稍後公佈書刊內容及詳情

「臭氧技術提升香港餐飲業的食物安全水平 –
推行及支援計劃」(Ozone)

項目拓展部 (基金項目) 跟進﹕
基金申請進度 ﹕
擬定「基金項目」申請項目(新) ﹕
「餐飲業樓面運作改善計劃」(中小企發展支援基金)

「餐飲業臭氧技術應用指南」(SOP) (小冊子)
– 即將推出

「餐飲業環保採購指引」
• (可持續發展基金)
•

與環保促進會 (Green Council)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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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部
李曉明副主席
報告

優良經驗分享

圓滿結束!
多謝支持!!!

參觀機構

企業文化分享

參觀後防

專業事務部
何惠雄副主席
報告
請繼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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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課程及職業轉介服務

《西餐酒創商機》課程

• 繼與香港西廚學院達成合作協議，最近專業事務
部亦與【信義會】商討，在【信義會】葵涌及荃
灣的服務中心舉辦烘焙課程。學員完成課程後，
將經由餐飲聯轉介至聖安娜就業。

• 3月將會開始籌辦《西餐酒創商機》課程，
正與 HWC (High Wine China LTD) 商討
開辦日期及細節。

環保廚師培育計劃
• 專業事務部已聯絡導師為計劃編寫課程。
完成課程內容及預算報告後，將與贊助公
司商討贊助金額。

傳訊部
副主席
報告

傳訊部 ~ 飲食薈萃 (2014年第一期)

2014年第一期即將面世!
密切注意!

傳訊部 ~ 政府部門拜訪

傳訊部 ~ 籌備出版 “餐飲食譜”系列

4月份拜訪
日期: 2014年4月(中旬) –詳情待定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14號
太古城中心三座19樓

請積極支持及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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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部

公共事務部
李遠康副主席
報告

一、部門會議
二月份部門會議已於2月10日舉行
議題包括：
1. 牌照事項 ；
2. 人口政策 ;
3.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計劃；

公共事務部
1.


公共事務部

牌照事項
張宇人議員於7/1/2014安排數家商會與食環處、消
防處及一家顧問公司就「就食物業處所遵行消防安
全規定建議的措施」舉辦的會議。並對於以下兩項
現行措施作出相關建議:
i. 食肆於申請正牌時可申請暫准牌照，並需於7日
內繳交含防火物料之傢俬的採購發票和測試證書，
現時有六個星期的寬限期以便提交相關文件。

1.

牌照事項
ii.
消費巡查食肆如發現該處所嚴重違規，會去
信食環處要求取消該食肆之食牌。
- 綜合意見: 食環處收信後需到場調查該食肆
查證，再視情況決定是否取消該食肆之食
牌。並須設有上訴機制。



- 以上意見信於11/2/2014繳交予食環處。

- 綜合意見:延長寬限期至八星期。

2. 人口政策

公共事務部

2. 人口政策

•

對業界有潛在影響的政策:
i. 延長退休年齡，釋放勞動人口
- 飲食業人手短缺之職位主要以前
線為主，實際工作環境情況未必適合此勞
動人口階層。另此政策主要向公務員推行
，故對飲食業界未來勞動人口市場無特別
幫助。

備註:人口政策宣傳海報

公共事務部

ii. 輸入外勞
-於不損本地勞工利益下輸入外勞
及有適當措施，如:有適當輸入外勞的配額
等，可於業界實行;
- 香港已實施最低工資政策，對本
地勞工已有一定保障。另可選擇季節性或
時段性輸入外勞，既保障本地勞工利益，
亦可舒緩勞動人手短缺問題，釋放勞動人
口。
- 建議業界積極響應商會問卷調查
，提供應輸入外勞的支持數據予政府，如:
輸入哪種工種、欠缺人手情況等。

備註:人口政策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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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部

公共事務部

3.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3.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

•

繼續留意政府對此計劃公佈之動向。

•

跟進安排史太祖醫生於講座上分享處理廚餘經驗。

•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小組第二次會議已於與10/1/2014舉行
，駱國安會長為小組顧問，公眾諮詢文件已於24/1/2014交予
相關之政府部門。
部門成員之意見: i. 給予業界豁免/減少收費機會，如實行某些
措施達到減廢、減少廚餘的目標; ii. 就計劃而提供課程、指引
予業界，如垃圾處理流程、廚餘分類、減少廚餘方法等; iii. 政
府提供資助、配套設施以達到計劃的目標。

會員事務部

會員事務部
郭耀松副主席
報告

會員事務部
- 會員審批
- 本月通過審批會員共有5 位
-

(餐飲業: 1位, 聯業: 4位)
另外, 本月共收到3份聯業申請, 需要待有餐飲業申請
再進行配對

歡迎各會員介紹更多餐飲業加入成為會員!!

四個重點項目 2013-2014

總幹事
報告

香港餐飲業頒獎典禮
協會網頁資訊推廣平台

專業培訓 + 職位轉介

提升餐飲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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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 職位轉介
「燃點餐飲明天計劃」

專業培訓 + 職位轉介
「燃點餐飲明天計劃」

- 第2期「燃點餐飲明天計劃-Y版」將於2月展開招
募，預計招收25青少年參加
- 19/02/2014 舉行「燃點餐飲明天計劃」檢討會議
- 已與救世軍其他中心商討開辦「燃點餐飲明天計
劃」予中年就業人士(M版)，並約有20名中年人
士表示興趣參加，2月底與救世軍落實計劃細節，
預期於3月中與Y版一同舉行

- 除M版外「燃點餐飲明天計劃」將積極考慮開辦其他版本之計劃，
以協助餐飲會員招聘人才:
Y版 – 青少年
H版 – 家庭主婦

M版 – 中年就業人士
N版 – 新來港人士

- 獲資歷架構秘書處全力支持， 「燃點餐
飲明天計劃」將於3月26日下午3時至5
時，假政府總部西翼演講廳，舉行首屆
畢業典禮，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
擔任主禮嘉賓

計劃贊助:

專業培訓 + 職位轉介
資歷架構特刊 –「燃點餐飲明天計劃」招募及成功案例分享

計劃贊助:

「優質餐飲業環保管理計劃」
「優質餐飲環保餐廳指南」製作書刊招標，已於15/01/2014截標，
中標公司:

紅巴士製作有限公司

+

提升餐飲專業形象
築福香港
- 29/01/2014 舉行啟動儀式及記者招待會，
主禮嘉賓高永文局長，煌府 THE ONE
(尖沙咀)

+

支持伙伴:

提升餐飲專業形象
築福香港
- 06/02/2014 舉行首場「飲食派對」活動，
免費中式下午茶招待長者，主禮嘉賓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地點煌府(沙咀道)舉行

- 17/02/2014 彩福國宴(佐敦)舉行「飲食派
對」活動
- 02/02/2014 餐飲商會代表出席商台「政
好星期天」節目，介紹業界支持「築福
香港」之「飲食派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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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餐飲專業形象
- 16/02/2014 餐飲聯參加 教育及職業博覽2014 講座，
介紹餐飲業
- 簡介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簡介太興飲食集團
- 簡介餐飲聯資歷架構課程及
「燃點餐飲明天計劃」

(餐飲聯代表)
(太興代表)
(餐飲聯代表)

- 餐飲聯再獲嘉許為「同心展關懷」機構

下次會議：
2014年3月20日 (星期四）
城景國際 (The Cit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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