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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二○一四年度第六屆委員會 

第十九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二年五月十二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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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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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亦尊先生  委員 

 張仔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金球先生 委員 

缺席者: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二年四月十四日之第十八次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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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 4 月份內收入$70,710.00，支出

$119,880.00，定期存款一百萬元已於 5 月 3 日續期 1
年，至 4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115,849.02 
儲蓄戶口： $5,053.32 
現金： $65.8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120,9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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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福利探訪 【上次會議記錄 2.2 項】 

正副主席於 5 月 3 日到伊利沙伯醫院探訪會員林筍

悠。 

福利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錄 2.3 項】 

福利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致電慰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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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與委員張仔、譚金球和黃衍於 2012 年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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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面候任行政長官 

懲教署退休會代表方正中先生謂候任行政長官

梁振英慾與各退休人員協會主席會面，聽取退

休公務員心聲，以表關懷。主席將考慮是否參

與。 

主席

(2) 參觀立法會大樓 
警務處退役同僚協會代表鍾國宏先生將安排於

今年 6 月 26 日參觀立法會大樓，各協會可派 5
名代表出席。副主席跟進。 副主席

(3) 健康檢查服務 

入境處退休會代表周國泉先生介紹東華三院推

出退休公務員及家屬八五折健康檢查服務，查

詢電話 2859 7721吴易恩小姐或 2859 7732陳漫

頤小姐。助理康樂主任將搜集服務詳情及價

單，待委員會考慮及議決出通告給各會員。 

助理

康樂主任

(4)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 2012年 7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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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衍與譚金球將會出席。 

副主席

張仔

黃衍

譚金球
 

 2.5 安排會員參觀海關總部大樓 【上次會議記錄 2.5 項】 

安排會員參觀海關總部大樓已完滿結束。此項作結。 
 

 

 



 3

負責人 
 
2.6 春季旅遊【上次會議記錄 2.7 項】 

有關於 4 月 23 日至 25 日由達美旅遊承辦之「佛崗、

中山、順德」温泉美食 3 天團已完滿結束。某些會員

反映在佛崗之膳食不如理想。 
司庫報告是次旅遊活動收支如下： 

支出： $112,036.00 
收入： $110,494.00 
協會補貼： $11,542.00 

此項作結。 

 
2.7   14 周年聯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禮【上次會議記錄 3.1 項】 

有關將於 8 月 15 日(星期三) 在九龍旺角彌敦道倫敦

大酒樓舉行之聯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禮，康樂主任報

告他已預訂了 35 圍。詳情下次會議再作議決。 
 

2.8   名譽會長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用膳【上次會議記錄 4.1 項】 
主席謂已獲部門批准本協會之名譽會長在香港海關

高級官員會所用膳。為方便各名譽會長進出海關總部

大樓 12 樓，協會將發有相片之會長証給各名譽會長，

主席請助理秘書設計會長証及聯絡各續任和新任會

長處理有關事宜。 

助理秘書

主席

 
2.9   熱舞、勁飲狂歡晚會【上次會議記錄 4.2 項】 

協會邀請到下列貴賓出席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金

舫酒樓於 2012 年 4 月 26 日舉行之聯歡晚會:  
 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周存先生 

 名譽會長劉石達先生夫人及千金 

 名譽會長鄭應南博士代表 4位 

 名譽法律顧問尹學偉先生夫人 

 

當晚有樂隊歌星演唱，氣氛良好，獲來賓好評。 

此項作結。 
 

 

 

 

 

 



 4

負責人 
 
2.10   公務員事務局之「第十七屆退休公務員旅行」會議 

【上次會議記錄 4.3 項】 
委員譚金球匯報他於 2012 年 4 月 23 日下午代表本會

出席公務員事務局在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928 室舉行之上述會議事項如下： 

譚金球

日期： 2012 年 11 月 2 日(星期五) 
名額： 本會 27 名 
參觀景點： 1. 荔枝窩、吉澳及鴨洲；或 

2. 沙頭角新關口、長山古寺、禾徑山風

水林及樊仙宫 
 
2.11   名譽會長黃炳生晚宴【上次會議記錄 4.4 項】 

正副主席於 2012 年 4 月 18 日代表本會出席名譽會長

黃炳生在界限街警察遊樂會設宴款待各友會代表

時，被邀請各會代表參加他旅行社《運通假期》舉辦

之悠閒 2 天美食考察團，出發日期 5 月 5 日，地點為

順德和廣州一帶。副主席和委員張仔代表本會參加，

團費每位$690 由協會支付。此項作結。 
 
3. 新議事項 

3.1   海關關員畢業典禮會操 
部門將於 5 月 18 日在海關訓練學校舉行海關關員畢

業典禮會操，主席已於 4 月 30 日傳真給部門總部建

議部門邀請本會下列之 7 位名譽會長出席： 
陳熹太平紳士 
陳延邦爵士 
張德忠先生 
林靄嫻小姐 

吳宏斌先生 
黄炳生先生 

王德渭先生 

正副主席亦將代表協會出席。 正副主席
 

3.2  紅茶館 10%折扣優惠會員 
主席謂他近日收到 Simon Au 電郵謂其代表優質糧油

雜貨推廣有限公司提供本會會員優惠項目：紅茶館

【特許優惠】10%折扣優惠協會員會(條款：出示會員

咭)。經討論，與會者認為此優惠不大，及涉及商業

推廣，故不接受。主席將回覆。 

此項作結。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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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離世 

會員伍兆華於今年 4 月 22 日與世長辭，喪禮將於 5
月 26 日上午在沙田寶福山殯儀館舉行。協會將致送

花圈吊唁。 
 

4.2   會員動向 
康樂主任建議在每次例會上秘書報告會員動向，例如

新會員加入和會員離世等等。 
秘書

 
4.3   邀請部門退休人員加入本會 

助理康樂主任稱近日發覺很多 82 年入職之退休人仕

沒有加入本協會，他相信該批人仕不大認識本會在申

請表上所列之委員，故沒有向他們聯絡諮詢，他建議

在申請表列上所有委員之姓名及聯絡電話及考慮請

部門職員關係課代發邀請信給每位臨近退休人仕。秘

書跟進。 

秘書

 
4.4   康樂活動通告 

康樂主任提出由於他沒有電腦，在審閱活動通告時有

些不便，故建議日後通告由主席或秘書名義發出。建

議被接納。 

主席

秘書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將於二○一二年六月九日(星
期六) 下午二時三十分在香港北角海關總部大樓香港海關

高級官員會所舉行。 

秘書

 
 
 
 
 
 

秘書：盧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二年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