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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通過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之第十二次會議記錄。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在 2011 年 10 月份內收入$ 3,930.00，支出
$ 25,167. 70，至 10 月底結存如下：
$192 ,082 .1 2
支票戶口：
$5,053.32
儲蓄戶口：
$ 63. 80
現金：
$1,000,000.00
定期存款：
$1,197 ,199 .2 4
總數：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作出福利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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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組

負責人
2.3

2.4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於 10 月尾委員陳煜榮曾致電慰問會員吳漸康。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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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與委員張仔、譚金球和黃衍於 201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掃桿埔香港紀律部
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之上述座談會，副主席匯報會議
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1) 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會議
以上會議已於今年 5 月 31 日召開討論有關根據
CSR 第六章的條文內容和制訂原意，政府承諾為
公務員提供最先進及最佳之護理及治療。但一直
以來並未有履行承諾。明年 4 月再開會。
(2) 退出聯席座談會
香港懲教署退休人員協會已退出此聯席座談會。
但方正中先生仍為義務秘書，而召集人現由香港
前入境處職員協會主席? 任。
(3) 聯席會議建議之新增目的
聯席座談會提出可否新增 2 項會議目的如下：
甲、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切合理施政。
乙、 理性、平和、務實以合情、合理、合法作
基礎為會員創造福利。
上述新增，只接受乙項。
(4) 早期退休公務員之退休糧
有關義務秘書方正中於 9 月發出之信件已獲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余宗怡女士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效果不大。
(5) 「部門互訪」 - 參觀警務處粉嶺 PTU
每協會將派出 5 名代表出席於明年 2 月中之參觀
警務處粉嶺 PTU 及後午膳於蓬瀛仙館。
(6) 下次會議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第九次聯席座談
會將於 2012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下午在掃桿埔
香港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副主席、委員
張仔與譚金球會代表協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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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第十六屆退休公務員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康樂主任匯報本會共有 27 人參加由公務員事務局於
各委員
本年 11 月 4 日( 星期五) 舉辦之第十六屆退休公務員
旅行，行程妥善，明年將考慮再參加。此項作結。

2.6

會員周年大會 (10 月 26 日)【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秘書

周年大會已圓滿結束，當日有 67 名會員出席，會後
隨即舉行自助晚餐，氣氛和諧。協會支付晚餐費用
$6,500。此項作結。
`

2.7

2.8

秋季旅遊活動 【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於 11 月 28 -30 日舉辦之美食之旅『南海+東莞 五星
級酒店美食純玩 3 天團』共有 138 人參加，包括委員
10 名、會員 102 名、聯繫會員 15 名及其他人仕 11
名，當日早上九時將分別乘坐 3 部旅遊巴在福田口岸
出發。
2011-2012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 【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助理康樂主任匯報已有 5 位會員答應出任下年度核
數團成員，他們是會員何海靖、劉柏葉、孫紹榮、
蘇紹霖和袁大來。助理秘書會在明年 1、4、7 和 10
月例會邀請其中三位成員出席進行核數。此項作結。
2.9

委員會

助理秘書

香港海關周年餐舞會(12 月 23 日) 【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主席已邀請下列協會名譽會長/配偶出席部門在香港
會展舉行之周年餐舞會:
永遠名譽會長李偉民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康寶駒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
名譽會長林靄嫻女士
名譽會長王文漢博士夫人
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余啟繁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李鉅能先生夫人
律師顧問尹學偉先生夫人
而出席招待貴賓之委員有正副主席、秘書及其夫人。
秘書將安排發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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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議事項
3.1 安排會員參觀海關總部大樓
委員會由明年 3 月開始將安排會員每月一團參觀海
關總部大樓，每團人數不超過 20 位。由助理康樂主
任負責。
3.2

助理
康樂主任

2012 年協會新春聯歡晚宴

明年之新春聯歡晚宴已定於 2012 年 2 月 8 日(星期
三) 在九龍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舉行並已預留場
地筵開 33 至 35 席。
4.

5.

委員會

其他事項
4.1 長者房屋計劃偏好及負擔能力意見調查
主席於今年 11 月 9 日收到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
產學系研究助理李特迅先生電郵，邀請協會安排 50
至 59 歲會員協助他們探討一些長者對房屋計劃的偏
好及負擔能力等因素，針對包括安老按揭計劃、長者
綜合社區計劃和長者居所計劃的看法，從而提出對以
上三項計劃的建議和制定長者房屋政策方向。他們將
於 11 月 21 日在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李兆基樓 Y511 室
舉行講座，其後向參與者發出問卷調查。由於技術性
問題，出席委員? 定不參與。
下次會議日期
第六屆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將於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
會所舉行。

秘書：盧應權

副主席：譚錦泉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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