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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四/二○一八年度第七屆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分至四時五十分 

地點: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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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廣鴻先生  司庫 

 李煥華先生 助理司庫 

 盧應權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者) 

 蔡就生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黃大勤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張仔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列席者： 鄭向華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核數) 湯樹根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陳漢文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之第十五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6 年 1 月份內收入$1,150.00，支出$17,022.00，

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66,434.8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266,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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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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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會員。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副主席於 1 月尾致電慰問會員李楚奇和 2 月 2 日慰問會員

劉冠明。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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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將於 2016年 3月 3日(星期四)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紀

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36 次座談會，是次會議

將會討論《聯席會議》之名稱是否適當，故此，主席在會

上諮詢各與會者意見，並達成以下共識： 
(1) 本協會將參與《聯席會議》； 
(2) 若有其它提議取代上述（名稱），而大多數其他協會接

受其新的（名稱），本協會將會接受； 
(3) 若該新的（名稱）不為大多數其他協會接納，而有其他

協會因此而退出，本協會不會挽留。 

 

    
 2.5 (2016)丙申年新春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有關 2月 23日(星期二)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新春聯歡

晚宴，將有 32 席，細節安排如下： 

康樂 

福利組 
  大會司儀：會員湯樹根、助理康樂主任  
  禮品安排：助理秘書  
  義務攝影：會員孫紹榮、何海靖、朱偉忠  
  訂購紅酒 6 打：主席  
  購買威士忌、小食：秘書  
    
   節目表  
  6:30 酒會  
  7:30 入座  
  7:45 主席致詞、副關長致詞、頒贈義務「海關總部

大樓導賞員」感謝狀儀式(由助理關長連順賢先

生 AC(AD)頒發、高級參事黃瑞亨先生 SS(SA)
主持) 、合照、祝酒(包括所有委員) 

 

  8:05 晚宴開始 (席間卡拉 OK)  
  9:00 頒贈「澳門海關部隊職級徽章」儀式(由正、副

主席接受)、幸運抽獎 
 

  10:30 晚宴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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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6 2016 年度首次旅遊活動【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康樂主任從【達美旅遊】取得下列行程單張及報價：  
  團種 團費  
  GBZ-04-B『北海銀灘、金海灣』純玩 4 天團 $1,498  
  GBZ-03-B『北海銀灘、金海灣』純玩 3 天團 $1,198  
  #AUD3 『陽江、新興』純玩 3 天團 $898  
  BFE3 『茂名、新會』純玩 3 天團 $748  
  #FXJ3 『麗江古城、客天下』純玩 3 天團 $998  
  OLF3 『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純玩 3 天團 $1,258  

  經研究，初步揀選了 AUD3『陽江、新興』純玩 3 天團和

FXJ3 『麗江古城、客天下』純玩 3 天團，待康樂主任與【達

美旅遊】商議兩團種之細則才再決定選那一個行程，出發

日期暫定 5 月 8 日(星期日) 。 

 

    
 2.7 委員服飾 - 更換領呔等【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康樂主任已於 1月尾購買 37 條藍色【會所】領呔和 3 條絲

巾，每條$135，除配給 13 位委員每位 1 條作為會服領呔之

用外，其餘用來送給 2016-2018 年度之續任或新任名譽會

長及新委員備用。 

 

    
 2.8 委任俞副關長為永遠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協會本擬於 2 月 23 日之《丙申年新春聯歡晚宴》上進行正

式委任剛退休之副關長俞官興先生為本會永遠名譽會長之

儀式。但俞官興先生因有要事無暇出席晚宴，故取消委任

儀式。主席將安排把委任狀送給俞官興先生。此項作結。 

 
 
 

主席 

    
 2.9 「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義工隊  
  部門已批核義務導賞員的嘉許計劃，並會於本會 2 月 23 日

之《丙申年新春聯歡晚宴》由助理關長連順賢先生 AC(AD)
頒發，3 位獲發感謝狀的成員有：主席陳振威、會員陳漢

文及助理康樂主任黃大勤。 
至今，本協會義工隊已有 8 位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包括

主席、助理康樂主任、助理秘書、會員陳漢文、湯樹根、

馮定慈、麥凱雲和周鳳華。歡迎各會友加入，有興趣者可

向主席陳振威或助理康樂主任黃大勤報名。 

主席 

助理康樂

主任 

    
3. 新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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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永遠會員吳偉權(102L)於今年 1 月 23 日與世長辭，喪禮將

於 2 月 23 日晚上在大圍寶福紀念堂設靈，翌日上午舉殯。

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4.2 香港交通安全隊特遣署新春團拜暨春節聯歡  
  副主席和秘書將於今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代表本協會出

席香港交通安全隊特遣署在荃灣德士古道荃薈商場 3 樓彩

龍皇宮酒家舉行之新春團拜暨聯歡晚會。 

 

    
 4.3 香港退休公務員會春節聯歡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今年 3 月 1 日(星期二) 代表本協會

出席香港退休公務員會在旺角雅蘭中心四樓迎潮酒樓舉行

之新春團拜暨聯歡晚會。 

 

    
 4.4 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春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和委員張仔將於今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 代表

本協會出席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在界限街警察體育

遊樂會ニ樓怡逸軒酒家舉行之新春聯歡晚會。 

 

    
 4.5 會所之餐飲承辦商慶祝 5 周年聯歡晚會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之餐飲承辦商 - 「金舫餐飲有限

公司」將於 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舉行上述之晚會，
會員優惠價每席為$4,288。主席建議如往年藉此機會招待
本會名譽會長，邀請他們和其配偶出席共聚。與會者贊
同，主席將聯絡各會長，待定出席人數後才向會所訂枱。 

主席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在香港北

角馬寶道 33 號馬寶廣場三樓新光宴會廳舉行。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6 年 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