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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國慶暨香港回歸十五周年晚宴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聯同多個香港公務員團體於

2012年9月21日，假坐九龍西洋菜街北430號警察體育遊樂會舉行了盛大慶祝國慶晚宴，

筵開40席。當晚邀得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親臨主持祝酒儀式，同時出席盛會的其他嘉賓有

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先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先生及行政會議議員鄭耀棠先生等，

晚宴表演嘉賓包括消防署醒獅隊，警務處的魔術師以及警察樂隊表演夾Band，場面熱鬧。

是次慶祝國慶晚宴得以成功舉行，有賴各公務員團體籌委多月來的努力。

(2)	 五十四周年餐舞會

本會為慶祝成立五十四周年，特別在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晚假香港龍堡國際（胡應

湘棠）宴會廳舉行周年餐舞會。當晚的主禮嘉賓是本協會榮譽會長潘樂陶先生， 共有190多

位嘉賓及會員蒞臨參加，各嘉賓及會員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享受了一年一度的盛會。

(3)	 2013	/	2014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5月15日公布2013年度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高、中、低

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標分別是3.38%、4.79%及5.3%。在扣減遞增薪比率後，高、

中、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2.55%、3.92%及3.92%。

每一年的薪酬趨勢調查，是用來確定私人機構在年度之間的薪酬調整幅度。但今年的薪酬

趨勢調查結果發現疑點，因為參與調查的機構沒有及無需申報非現金或非一次性的額外報

酬，因而現時的薪酬趨勢調查未能完全客觀反映參與調查機構在2012/13年度之間的薪酬

調整幅度。

在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的會議上，高級公務員協會的代表表達對有關薪酬趨勢調查結

果有保留。其後，本會聯同外籍公務員協會在5月23日向管方提交薪酬調整申請，要求

2013/2014年度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應對高、中、低層三個薪金級別加薪4.42%。

職方的合理要求不但未為公務員事務局所考慮，公務事務局局長反而背離機制，一再強

調薪酬調整只需單一地與薪酬趨勢淨指標劃上等號。局方不但沒有充份考慮其他五大

因素（香港的經濟狀況、生活指數、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的薪酬調整申請及公務員 

士氣），然後作出適當及合理的調整，反而引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令所有公

務員失望的決定。

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對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公開發言，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在六月七日向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發表一封公開信，指出其言論不盡不實之處，以正視聽，並重申本會對

2013/2014年度公務員的薪酬調的加薪要求。

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2013年6月11日就2013/14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作出最後決

定，公務員薪酬調整只單一地與薪酬趨勢淨指標劃上等號。本會對此決定極度失望，決定

去信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會，同時出席2013年7月2日的立法會公聽會，向

議員陳述各項因素，並希望委員會能重新公平地檢視公務員今年的薪酬調整，以確立政府

的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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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本會的要求未被當局充份考慮及顧及，本會會邀請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其

他成員，按照1968年定下的既定機制，聯合向行政長官提出成立「調查委員會」 

(Committee of Inquiry) 來釋除公務員的疑慮，仲裁有關的紛爭。

(4)	 醫療及牙科福利

At the latest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Medical and Dental Facilities (SCMDF) for Civil 

Servants held on �4 April �0��, it appeare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H)had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the recruitment of suitable doctors in families clinics. The HKSGOA was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 job environment or promotion prospects in families clinics were attractive to new 

doctors. The possibility of evening clinics was brought up for discussion. DH reported that a 24-

hour automated booking system was planned but would take about 18 months from the quotation 

exercise to actual launching of the system. Additional resources had been sought for DH to operate 

an extra 17 new dental surgeries in 2013/14. Staff members commented that there had been little 

improvement in waiting time despite the increase in manpower. There was still a strong sentiment 

among staff side members that the orthodontic services and specialist dental services were in a 

very poor state, which needed to be addressed by CSB. It was brought up that legal actions had 

been considered by individuals for violating the contract obligation to provide timely and the best 

available treatment to Civil Servants. 

For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9H Specialist Clinic (9HSC) at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had recorded about 5,500 attendance from March 2012 to March 2013 and the 

Saturday Specialist Out-patient (SSOP) services at Queen Mary Hsopital had recorded about 580 

attendances from September 2012 to March 1013. 

Regarding the Voluntary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 the HKSGOA is of the view that this falls outside 

the scope of civil service medical benefits and thus should not be dealt with by the SCMDF.

(5)	 江西省訪問團

江西省南昌市的紅紅革命聖火；九江市的錯綜縱橫的川流水道；廬山的若隱若現的山巒秀

峰和景德鎮青花瓷器的奇藝美工。這一切均吸引著我們。於是「香港高」特地組織會員於

五月份進行一次江西省的參觀訪問，共有十五位理事會員和朋友報名參與。報名者中，許

多面孔已經非常熟悉，他們幾乎已經成為「香港高」的鐵桿粉絲，每次活動都準時到場。

我們得到南昌市總工會和九江市工會的接待和互動交流。讓我們瞭解到國內工會堅持以人

為本，主動依法科學維護職工權益，積極推動工會作為聯繫職工群眾的橋樑紐帶作用。

於五月十四日，美麗的廬山山徑小路上，充滿歡悅的「香港高」隊伍格外抖擻。踏著青石

小徑，攀爬著陡峭階梯時，感受大自然的浪漫多姿，呼吸著廬山夏日的味道。夏蟬在噪

鳴，松枝在搖擺，團友共同在和煦的晚風裡享受廬山無限風光，精彩湖光山色。

一方面勾留著廬山的自然景緻，另一方面我們順著歷史的足跡，走進千年瓷都－景德

鎮。它不曾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革命事跡，但它卻擁有歷久彌新的人民生活。而景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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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把亳無生氣的高嶺土的生命力喚發出來，讓活潑跳躍的自然精靈，讓穿越歷史長廊

的男男女女的臉譜寫在景德鎮瓷器上。曾幾何時多麼絢爛，栩栩如生的事物終結於此。

團友們，希望大家能以愉悅心情，自然殷實地捕捉每段精彩時光，讓人生的點點滴滴就像

青花瓷般刻繪成記憶的長河。

(6)	 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代表團拜訪本會

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副主席，額爾敦巴雅爾，率領代表團成員莫日根先生、劉濤先生、郭

海亮先生及田增學先生等成員一行數人，於2012年12月11日星期二到訪本會。受到本會主

席郭志德先生、高級副主席陳世火冏先生及幾位理事熱情接待。我們在上環信德中心的澳門

賽馬會一起共進晚飯，雙方就兩地公務發展交換了意見，期望加強彼此友誼。兩會同意雙

方日後加強聯繫和交流，適時互訪。

(7)	 參觀海洋公園

迎著明媚的陽光，恣意走進海洋公園的氣息裡，堪稱親近海洋生物和自然景緻的一大享

受。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特地組織一眾理事和家屬安排了參觀海洋公園的活動。並且很榮

幸得到水族館館長黎耀南先生向我們作導賞。他把海洋生物的千姿百態，趣怪行為表現一

一詳細講解，為各位團友帶來零距離接觸感受海洋的機會。

繽紛秋色，呼吸海洋公園內芳草花香，輕踏庭階走廊、品味海洋的生態奇趣，總能讓各位

朋友綻放笑語歡聲。

(8)	 有關個人資料使用通知

本會一向致力保障會員的個人私隱及資料，並遵從「職工會條例」、「職工會登記局條

例」及「會章」所訂處理會員資料。凡加入本會成為會員的過程中，我們會要求會員提供

個人資訊，用作處理申請人加入工會、維護權益、提供福利及相關服務活動之用。我們

將繼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如不欲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請以郵寄地址：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3樓328室、電郵E-mail address: hksgoa@biznetvigator.com 

或傳真2523 3319告知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