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日期
地點
出席

：
：
：

2017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四)
【城景國際】二樓水晶殿，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
主 席
李遠康
副主席
陳家強 朱淑煒 何健 林查理 林國亮 謝寶達 黃浩鈞 楊振年
會 董
陳強
陳岳成 鄭栢文 周海傑 周啟棠 朱志明 何群
郭麗娟 林國彬 林玉卿 劉湛匯 劉榮民 梁寇鴻萍 李智仁
李楸夏 李玉蘭 盧錦發 羅孟慶 羅偉光 馬敏兒 馬大炘
蘇海威 杜志惠 曾偉
曾遠航 黃志超 黃立仁 楊潤基

２０１７年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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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仁會董動議，陳岳成會董和議，無修改，無討論，無反對，一
致通過。
三、 大會通過上次會議紀錄，周海傑會董動議，林國彬會董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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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月份會務工作及活動包括:
1.

(3/4)

餐飲聯福利部暨青委每月聚餐─「酒鍋」4 月份飲食交流團

2.

(6/4)

「傳訊部」出席《商品說明條例》會議 (張宇人議員辦事處)

3.

(10/4)

會長駱國安、主席、副主席(謝寶達、林國亮、楊振年)出席都市固體廢
物徵費特別會議 (會址)

4.

(13/4)

四月份主席團會議 (會址)

5.

(19/4)

「公共事務部」- 舉辦參觀「九龍灣廚餘回收中心」

6.

(20/4)

餐飲聯 4 月份董事會例會 (城景酒店)

7.

(21/4)

餐飲聯青委 - 舉辦東莞考察團 (東莞)

8.

(24/4)

餐飲聯與「勵行會」舉辦資歷架構會議 (勵行會-彩虹)

9.

(26/4)

出席由：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之「舊城中環啟動禮」活動

10. (28/4)

餐飲聯青委 – 4 月份交流聚會 (尖沙咀)

11. (8/5)

新一期「 餐飲聯環保.職安健廚師培訓計劃」正式展開 (北角商電中心)

12. (8/5-11/5)

餐飲聯於「HOFEX 食品餐飲及酒店設備展」2017 設立攤位 (灣仔會展)



主席工作匯報
日期

工作事項

10/4/2017

出席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特別會議

13/4/2017

四月份 - 主席團會議

20/4/2017

餐飲聯四月份董事會例會

26/4/2017

出席由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之「舊城中環啟動禮」活動

8/5/2017 ~

出席「HOFEX 食品餐飲及酒店設備展」2017，支持餐飲聯攤位

11/5/2017

一、

行政部 – 陳家強副主席報告
1. 行政部 – 董事會例會場地革新
-更換新會議場地
-交通更方便
-希望提昇會員、各好友出席
2. 新增收費模式 – Apps/EPS/八達通
3. 十七週年晚會欠款 (欠款名單)
- 煩請各會員、會董盡快繳交，詳情可與秘書處會計部職員聯絡。
青葉海鮮酒家

$1,700

康隆南亞食品

$1,200

香港西廚學院

$16,500

奇興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1,200

聯邦酒樓集團

$16,000

怡苑飲食集團

$16,000

格魯吉亞葡萄酒亞洲協會(正真酒業)

$28,000

Bles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28,000

財記辣蟹

$3,800

新光潮菜

$3,800

總數

$116,200

餐飲聯青委 4 月份活動
1. 內地考察團 (東莞)-已圓滿結束
日期﹕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參加人數： 17 人
多謝各位來臨參與及支持！
特別鳴謝
美昌玩具廠

諾華傢俱有限公司

維港星光小廚

2. 上海餐飲考察團 (15/5~17/5) – 已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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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餐飲聯福利部暨青委每月聚餐─「酒鍋」4 月份飲食交流團已經順利完成
日期: 2017 年 4 月 3 日(一)
地點: 酒鍋(銅鑼灣)
參加總人數: 63 人
(2)

餐飲聯青委會 暨 福利部 –「上海餐飲考察團 2017」- 已圓滿結束

日期：2017 年 5 月 15 日-17 日(一至三)
1. K11 新世界拜訪
2. 上好街食品工廠
3. 虹橋樞紐商務項目 （丹丹項目）
4. 自貿區拜訪
5. 靜安統戰部
6. 拜訪食品工廠/商場項目
7. 交流飯局
8. SIAL China 食品展會
(3) 慈善活動
- 聯繫「惜食堂」社區中心探訪老人家，舆他們歡渡端午節活動 (擬定 22/5 或 25/5 舉行)
- 特別嗚謝﹕
> 鴻福堂達哥答應贊助 200 支健康飲品
> 贊助 100 隻素糭
> 敘福樓集團贊助 100 隻鹹肉糭
(4)

餐飲聯十八週年晚會

- 已成立十八週年晚會籌委會
籌委會主席: 林查理先生
籌委會副主席: 黃浩鈞先生 及 何健先生
- 正籌劃當中的活動及表演內容
三、

項目拓展部 – 黃浩鈞副主席報告
(1) HOFEX 亞洲頂尖國際食品餐飲及酒店設備展 2017 (餐飲聯 Booth No:3F-810)
活動已圓滿結束! 感謝一眾會董、會員、業界好友來臨支持餐飲聯!!

(2) HOFEX 活動─各國美食比試比賽 (9/5/2017)
- 支持「香港國際美食大賽」
- 餐飲聯主席團及一眾會董出席擔任評審
*更多餐飲、美食展覽資訊請即瀏覽

四、

www.hkfort.org.hk

培訓部 – 楊振年副主席報告
(1) 新一期「 餐飲聯環保.職安健廚師培訓計劃」正式展開
已於 5 月 8 日正式展開
學員將會接受多個培訓課程包括:
1. 職業導向課程
2. 餐飲出品部課程
3. 餐飲職安健講座
4. 烹飪實習課程
5. 餐飲環保管理講座及應徵面試工作坊等
預期於 5 月中旬完成計劃內所有課程
並參加餐飲聯安排之僱主招聘活動，以轉介有關學員於餐飲業工作

(2) 資歷架構
- 出席會議 (4/5)
資歷架構課程的最新工作匯報
上載資歷名冊
申請課程評審資助
持續進修基金
未來開課模式和內容
協辦機構和其他贊助


 (100%發放申請資助)


歡迎有興趣會員，加入成為「資歷架構委員會」成員。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3) 勞工處─飲食業三方小組第三十七次座談會
日期：5 月 10 日 (三)
討論內容包括：
1.
2.

飲食業職業安全狀況
飲食業勞資關係及就業情況

五、

傳訊部 – 林國亮副主席報告

- 日本香川縣拜訪交流會(21/4)
- 政府部門拜訪 5 月 12 日(五)：拜訪「水務署」活動

餐飲聯網站：

-

餐飲聯 APP： -

飲食薈萃 (季刊) 重溫
基金項目書刊電子版
表格下載：會員申請表、青委會員申請表
行事歷：緊貼餐飲聯每月活動資訊
每月董事例會內容 (PowerPoint)
活動分享和最新花絮
飲食薈萃 (季刊) 重溫
連接餐飲聯 FACEBOOK，方便瀏覽

** 功能將於稍後進行更新!!
** 請即下載「餐飲聯」APP!!

六、 國際事務部 –朱淑煒副主席報告
國際事務部 – 活動分享
(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 Hong Kong
Hofex 2017(開幕禮及活動)
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一)
出席代表 ﹕國際事務部- 朱淑煒 副主席
國際事務部 – 合作分享
(2)

17/3 香川縣拜訪會面總結
-香川縣確認購買「飲食薈萃」廣告
-5 月份例會小型酒會: 推介日本橄欖和牛、油甘魚和日本酒

七、 公共事務部 –謝寶達副主席報告
(1) 餐飲聯特別會議 -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條例之意見及回應(10/4)
就政府提倡「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條例，餐飲聯於 4 月 10 日舉行特別會議，會議由駱國安會長
主持，討論有關上述政策為業界帶來的影響、提供意見及建議措施，希望有助政府了解和解決
業界面對的困難。多謝各會友支持！
(2) 餐飲聯「公共事務部」活動 – 參觀九龍灣廚餘回收中心(19/4)
為了讓餐飲業界了解香港現時處理廚餘的方法和實況，餐飲聯「公共事務部」舉辦「參觀九龍灣廚餘
回收中心」活動，活動已於 2017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圓滿結束，多謝支持！
(3) 餐飲聯「公共事務部」活動 – 拜訪「水務署」(12/5)
我們希望透過是次拜訪，與「水務署」共同研究各項與餐飲業界息息相關的食水議題，包括:
1.水務署 -「優化申請供水流程措施」
2.水務署推介 - 「節約用水-用水效益最佳實務指引」
3.水喉工程的良好作業指引
4.水管裝置的新驗收要求
八、 會員事務部 –何健副主席報告
會員事務部 – 本月份會最新資訊
5 月份 - 會員審批及通過
總結 5 月份，共通過審批會員共有 6 位 (餐飲業: 3 位，聯業: 3 位)
會員事務部 - 2017 年 4 月份「新會員」審批名單

九、 財務報告行政部
【財務報告】
由陳家強副主席報告 4 月份財務報告：
i. 截至 30.4.2017 銀行月結為 $1,074,550.48
ii. 4 月收入月結為$ 348,810.00
iii. 4 月支出月結(活動成本) 為$59,625.00
iv. 4 月支出月結(行政成本) 為$110,980.42
【下次會議日期】
2017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下次會議地點】
【帝京酒店】 一樓帝皇廳 , 香港九龍太子道西 193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遠康主席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
2017 年 5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