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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八/二○二二年度第八屆委員會

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出席者: 陳振威先生 主席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盧應權先生 司庫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者)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顏漢發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請假：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李復華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九年八月十七日舉行之第十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項】

司庫報告在今年 8月份收入$11,500，支出$3,870，至 8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46,026.0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46,027.43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項】

2019年 11 及 19日康樂主任代表協會到瑪嘉烈醫院探望

委員朱廣鴻先生。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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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3 電話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項】

司庫於 2019年 8月 29日致電慰問 94歲會員黎湛然

(063L)。而康樂主任於 2019年 9月 1至 6日期間，分別

致電慰問下列會員：

福利組

鄭錦全(028L) 鄭杰茂(029L) 張健臣(034L)
周漢雄(038L) 何孟謙(051L) 關淇安(061L)
劉學賢(068L) 李伯亮(075L) 黃煜智(135L)
楊文彬(140L) 葉振南(185L) 曾柏如(240L)
曾煒錡(343)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上次會議記錄 2.4項】

正、副主席和秘書於 2019年 9月 3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代表協會出席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高級官員會所舉

行上述第 57次座談會，主席匯報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a) 與公務員事務局的溝通

9月 3 日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隨著特首、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保安局局長、及一眾紀律部隊首長

一同出席「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晚宴，席間氣氛和

諧與會者皆感覺欣喜，可算與公務員事務局的溝通踏

進了一大步。

(b)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退休組)潘志明較早前透露，立

法會(勞工界)何啟明議員自 8月 20日會晤了「公務

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8 位代表後，隨即於 8 月

22日聯同立法會另外兩位勞工界議員(潘兆平、陸頌

雄)，聯署至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要求局長安排與

「聯席」代表就公務員的中醫服務問題討論交流。

(c) 會議場地的安排

香港廉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許家民報告下次開會場

地暫定亷政公署總部大樓舉行會議，唯需稍後確認。

(d) 參觀各政府部門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趙士偉報告與「中聯辦」商

討過，「聯席會議」可望於 2020年 1月 6至 8 日期

間安排到國內單位外訪，現待安排作實。

(e) 「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晚宴

主席報告，特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

國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

光、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廉政專員白韞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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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長鄧以海、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郭蔭庶、懲教署

副署長黃國興、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陳志培機長等

出席了 9月 3日 晚出席「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晚

宴，晚上約 1900時，特首及眾嘉賓到場，晚宴儀式

開始，席間氣氛和諧與會者皆感覺欣喜、順利和成

功。

(f)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將於 11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暫定在北角亷政公署總部大樓舉行

2.5 周年會員大會暨 21周年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有關於 2019 年 10月 30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

行之周年會員大會暨 21周年聯歡晚宴，通告、大會議程、

會訊和嘉賓邀請卡將於 10月 2日前發出，暫定為 28圍另

加設 36座席之長檯，其他詳情下次會期再議。

主席

秘書

2.6 採用電子通告可行性【上次會議記錄 2.7】
康樂主任報告直至現時十月會員人數為 724人，包括 71
名聯系會員，其中 645人是使用智能手機的，須要出信的

為 52人，另有 27名會員表明不會/不需要收信。

秘書

2.7 「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晚宴

有關今年 9月 3日(星期二) 在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

級官員會所舉行之「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晚宴，本會出

席者有正、副主席、秘書、助理秘書、司庫、助理司庫、

康樂主任、助理康樂主任、委員梁亦尊、王奉歧、新補上

委員顏漢發和會員謝志彬，共 12人。席費共$2,400。另

外，協會購買了 5條「聯席會議」領帶，費用共$84，分

配給正、副主席、秘書、司庫和康樂主任在當晚與特首林

太和貴賓在台上影相留念用。

2.8 第 24屆退休公務員旅行【第七次會議記錄 2.7】續議

康樂主任報告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辦之第 24屆退休公務員

旅行定於 2019年 11月 8 日(星期五) 舉行，我會獲分配

的名額為 40人。如屬退休公務員每位團費為$125，而同

行人士為$175。正、副主席、康樂主任、秘書及助理司庫

將參加是次旅行，費用由協會支付。而助理康樂主任及助

理司庫負責跟進，並於下次例會時交待有關進展。

助理

康樂主任

助理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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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1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 2019-2020年度撥款
協會收到部門來函告知香港海關福利基金財政預算會已

在 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中撥出港幣 10,000元(比去年

8,000元增加了 2,000元)，預作津貼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

會在該年所舉辦的活動。而該款項已於 2019年 8月 21
日存入協會戶口。此項作結。

秘書

3.2 旅遊活動建議

基於近期香港社會動盪，交通情況混亂，對於要配合百

多名參加旅遊活動的會員人身安全，交通需要，委員都

覺得較難掌握，委員會議決今年內將不會推行旅遊活動，

待明年再觀察形勢後再議，此項作結。

委員會

4. 其他事項

4.1 香港消防退休人員互助會

副主席及委員顏漢發將代表協會在 2019年 10月 24日出

席位於旺角倫敦大酒樓舉行之香港消防退休人員互助會

聯歡晩宴暨第二十五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賀禮$800-。

4.2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會員聯歡晩會暨第二十一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

副主席，司庫及委員王奉岐將代表協會在 2019年 10月
29日出席位於九龍灣宏光道 39號宏天廣場地下「百樂金

宴國際宴會廳」舉行之香港海關關員工會會員聯歡晩會

暨第二十一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賀禮$1,000-。

4.3 香港海關工協會廣西參訪團

副主席，司庫及太太，委員顏漢發及太太將參與在 2019
年 11月 1-4日之香港海關工協會廣西參訪團活動，司庫

代表〔退休組〕為聯絡統籌。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年 10月 19日 (星期六) 下午 2時在香港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核數小組成員

將被邀出席。

秘書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19年 9月 23日

3. 新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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