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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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出席

：
：
：

2017 年 2 月 15 日 (星期三)
【彩福皇宴】 尖東店安達中心頂樓
主 席
李遠康
副主席
林查理 林國亮 陳家強
會 董
陳楚國 陳強
陳岳成
何群
何麗珠 何萬豐
林玉卿 劉湛匯 劉榮民
李玉蘭 羅偉光 柯鎮平
黃志超 黃傑龍 楊再謙

黃浩鈞 楊振年
陳德鍵 陳浩弘
許偉強 金源先
梁寇鴻萍 梁進
蘇海威 杜志惠
袁春年

謝寶達
鄭柏文
郭麗娟
梁錦文
曾偉

朱淑煒
周海傑
郭耀松
李智仁
曾遠航

何健
周啟棠
林國彬
李楸夏
謝海發

２０１７年２月份會董會議撮錄
【會議程序】
一、 主席於六時宣佈開始。
二、 大會通過今次會議議程，何萬豐會董動議，周海傑會董和議，無修改，無討論，無反對，一
致通過。
三、 大會通過上次會議紀錄，陳岳成會董動議，陳德鍵會董和議，無修改，無討論，無反對，一
致通過。
【跟進項目】
- 並無跟進項目
【主席工作報告】
總結 2017 年 1 月份會務工作及活動包括:



1.

基金項目「餐飲業環保採購指引」派發及郵寄「指引」書刊 (5/1)

2.

1 月份 - 主席團會議

3.

福利部飲食交流團

4.

餐飲聯董事會例會 – 城景酒店 (19/1)

5.

「餐飲聯青委」舉辦的「餐飲聯青委月會暨新春團年」(25/1，Club One)

6.

傳訊部代表出席《餐飲業誠信防貪培訓套件》諮詢委員會(25/1)

7.

傳訊部出席 Apps 製作會議 (16/1)

(12/1)

- 金蘭花泰國餐廳(銅鑼灣) (16/1)

主席工作匯報
日期

工作事項

12/1/2017

主持「餐飲聯主席團」會議

19/1/2017

主持董事會例會

27/1/2017

主席接受「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專訪

9/2/2017

餐飲聯新春團拜籌委會會議

15/2/2017

2 月份董事會例會暨新春團拜

(1 月份 - 煤氣工商業通訊)

一、

行政部 – 陳家強副主席報告
1. 行政部 – 義務事宜
黃嘉錫律師（Mr. Jimmie Wong）已正式離開「黃嘉錫律師事務所」，目前已沒有擔職位，現
由首席合伙人趙曼儀律師負責律師樓的業務。
目前，本會仍以「黃嘉錫律師事務所」之名義擔任法律顧問一職，故服務將不受影響。
2. 新增收費模式 – Apps/EPS/八達通

•

•

3. 十六週年晚會欠款跟進:
比亞比雪糕 - $6,000 (跟進中)
4. 十七週年晚會欠款跟進:
煩請各會員、會董盡快繳交。詳情可與秘書處職員聯絡。
5. 行政部 -會議紀錄及 power point
為嚮應環保，協會新措施每次例會只派發少量會議紀錄及議程(PowerPoint)，以節省資源，
減少浪費。請大家支持！
餐飲聯青委 1 月份活動
1. 青委籃球隊 - Master Club 冬季聯賽 (勇奪亞軍)
Master Club 決賽 6 個主要獎項，餐飲聯青委籃球隊
榮獲 4 個獎項，實力非凡。
1. 最高得分球員
2. 最佳籃板球員
3. 最佳防守球員
4. MVP 最高價值球員
2. 青委新春聯歡活動 2017 (25/1)

溫馨提示 ﹕青委一年一度續會又到，新一年青委主席團不單已計劃好全年精彩活動，仲有
特別迎新禮品，源源不絕，保證驚喜。
由即日起，青委繳交首年年費後 ($1,500)，其後每年續會會員，均可享有優惠價續會
($1,000)。各位青委會員請把握良機，盡快辦理續會手續。所有最新資訊，均以大會公佈為
準。
二、

福利部 – 林查理副主席
2017 年 1 月份 - 飲食交流團已經順利完成
日期: 16/1/2017 (一)
餐廳: 金蘭花私房菜(銅鑼灣)
地點: 銅鑼灣怡和街 22 號 3 樓
參加總人數: 40 人
 福利部亦開始籌備海外交流團，詳細內容請留意秘書處公佈，屆時請各會員踴躍參與及
支持
新加坡：新加坡餐飲業協會
日本：和歌山縣/香川縣
上海：展覽、參觀工廠

 餐飲聯春茗活動:「雞年新春團拜晚宴」
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三)
地點:彩福皇宴(尖東)
晚宴時間:八時正入席

三、

項目拓展部 – 黃浩鈞副主席報告
廚餘基金 – 具體跟進項目 ﹕
(1) 28/2
出席諮詢委員會會議 (Advisory Committee)
廚餘優良管理作業手冊 (提供意見/修訂)
(2) 28/3
發佈會(dissemination session)
新書發佈及內容簡介予餐飲業界
由其中 2-3 間的參與商戶分享「廚餘管理」心得和經驗；
上述活動/項目，歡迎有興趣會員參加及查詢，詳情請留意秘書處發出活動通知。

HOFEX 2017-第十七屆香港國際食品餐飲展
2017 年 5 月 8-11 日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第十七屆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應及服務展覽會
 來自歐美、澳洲、東南亞、中國等地 2,500 家國際知名廠商、餐飲公司參展
HKFORT (餐飲聯) 會員專享﹕
 組織買家團 - HOFEX 參觀指導﹐同行團員更獲升格為 VIP 貴賓﹐尊貴待遇：
 貴賓歡迎包；
 展覽指南 及 展覽會紀念品；
 免費享用 HOFEX 貴賓廊之設施及參與特別同場活動；
香港美食博覽 2017
2017 年 8 月 17-21 日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特別推介 ﹕
 為會員提供更多參展優惠；
 瀏覽最新活動資訊及其他優惠詳情；
 詳情可留意秘書處的通告；

四、 培訓部 – 楊振年副主席報告
為提升餐飲從業員專業水平及認受性，培訓部於本年申請兩個一級資歷架構課程
1. 中式餐飲出品基礎證書課程 (一級)
2. 餐飲業基礎證書課程 (一級)
餐飲聯將先推行中式餐飲出品基礎證書課程(一級) ，現積極籌備未來與合作機構「勵行會」的工
作計劃及會議，以商討未來課程之計劃詳情(招生、場地和課程內容)等。
與港燈合作舉辦培訓課程及其他贊助項目

QF 課程已成功上載至資歷名冊
(http://www.hkqr.gov.hk/HKQRPRD/web/hkqr-tc/search/qr-search/)
五、

傳訊部 – 林國亮副主席報告
 飲食薈萃
2017 年 2 月第一期已推出-廚師入行新趨勢，詳情請密切留意！
 傳訊部將會拜訪政府部門，以協助反映業界意見！
2017 年擬定拜訪政府部門 : 食物環境衛生署、水務署、酒牌局、環境保護署
 餐飲聯 APPS (最新跟進)
APPS 精彩內容包括 :
- 每月董事例會內容 (PowerPoint)
- 活動分享和最新花絮
- 活動報名方式
- 飲食薈萃 (季刊) 重溫
- 連接餐飲聯 FACEBOOK，方便瀏覽
 將增設 PayPal 付款功能！

2017 年 1 月 - 2017 年 2 月傳訊部工作事項

六、 國際事務部 –朱淑煒副主席報告
國際事務部 – 親善拜訪 2017
 由國際事務部副主席朱淑煒及李曉莉

 (前副主席)代表出席
 「澳門餐飲業聯合會」
 促進海外餐飲文化交流、參觀當地大型餐飲展覽或相關活動、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

國際事務部 - 未來發展
 積極加強與內地及海外機構/團體聯繫，以配合餐飲聯發展需要，為會員提供本地以
外的市場發展情況
 提昇協會的知名度和為業界開拓更大的商貿平台、支援

七、 公共事務部 –謝寶達副主席報告
 「公共事務部」目標﹕
 關注餐飲業界相關政策事項及跟進
 按需要時訂立專題講座
 發放跟進事項、資訊予會員

(一) 環保及相關事項小組
「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心」預計 2017 年 10 月落成，進一步落實轉廢為能。政府擬定將食環署街
市和熟食中心，及房委會管理的街市和商場的廚餘，作源頭分類後， 運往將落成的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處理。
餐飲聯稍後將邀請「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心」負責人，擔任專題講座之主講嘉賓(3 月)，講解廚餘
源頭分類、廚餘管理的設施、及「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心」的實施計劃和具體運作。
(二) 勞工事務小組
有關政府擬取消強積金對沖事宜討論、了解政府最新施政佈告 2017 - 就擬定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
和未來跟進。稍後會再向會員作出諮詢，藉反映業界的情況。
立法局張宇人議員會上擬成立大聯盟，強烈表示反對撤銷強積金對沖。但具體內容有待進一步更新。
(三) 食品安全及危機應變小組
(1) 食品安全 - 優質食品源頭追蹤計劃 2017 (活動報名)
公共事務部 – 活動交流及資訊分享

近年的食物安全事故令市民大眾對食物安全日益關注，為了致力推動企業實踐食品追溯，食品追溯
規範成為食品安全管理不可或缺甚至關鍵的因素。
日 期 ﹕9 /2/ 2017 (星期四)
地 點 ﹕GS1 Hong Kong Office
公共事務部 / 餐飲業界代表出席 ﹕ 黃志超 (雅仕顧問)、潘煒燊代表 (黃珍珍)
(2) 美食車計劃

為期兩年的「美食車先導計劃」2017 年 2 月 5 日，開鑼，分別駐守於梳士巴利花園、金紫荊廣場
及黃大仙廣場等。其餘九輛美食車亦陸續開業。
為方便市民和遊客追蹤美食車的位置和瀏覽各美食車的資料，旅遊事務署推出了「HK Food Truck」
流動應用程式，16 輛美食車會在四個月內輪流在八個景點駐守。
(四) 牌照事務小組
跟進與餐飲業相關牌照事務，例如新法例實施內容和更新，增加牌照內容等事項 ，均會為會員提
供最新資訊及留意事項
八、 會員事務部 –何健副主席報告
餐飲聯新會員─最新收費
經過主席團商議，餐飲聯將增加新會員收費 (上一次價格調整為 2010 年)

九、 財務報告行政部
【財務報告】
由陳家強副主席報告 1 月份財務報告：
i. 截至 31.1.2017 銀行月結為
ii. 1 月收入月結為$187,700.25
iii. 1 月支出月結(活動成本) 為$38,529.30
iv. 1 月支出月結(行政成本) 為$133,185.90
【下次會議日期】
2017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
【下次會議地點】
Cityview 城景國際 2/F 水晶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遠康主席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
2017 年 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