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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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分至四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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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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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張仔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缺席者：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李復華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新委員會通過上屆於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舉行之第八屆

第一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3.1項】

上屆司庫朱廣鴻報告 11月份內收入$7,900.00，支出

25,319.70，至 11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445,067.8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445,069.23

主席、秘書、司庫和上屆司庫於 2018年 12月 3日上午

到中環匯豐銀行總行處理有關協會戶口簽署轉換事宜。

(會後備註：12月 17日司庫收到滙豐書面通知，確認有

關協會戶口簽署及通訉地址轉換已完成，並於 12月 14
日起生效)。

在 2018年 12月 3日及 4日，秘書亦到香港灣仔軍器廠

街一號警察總部警政大樓十二樓社團事務處呈交有

關本協會更改新一屆主要委員會成員通知書，現等待

有關部門通知。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licences/socie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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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3.2項】 福利組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作出福利探訪。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3.3項】

主席於 12月 13日代表協會致電慰問會員姚載仁(45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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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項】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 2019年 1月 3日(星期四) 上午

10時代表協會出席在灣仔入境事務署總部大樓長官會

所舉行之上述第 53次座談會，會後將由主席匯報有關事

項。

2.5 2018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及第八屆委員會改選

【上次會議記錄 3.6項】

有關當晚之收支賬目，由於上屆司庫朱廣鴻仍未提供數

據，需要留待下次會期再報：

(a) 支出 下次會期再報

(b) 收入 下次會期再報

(c) 協會補貼 (c) = (a) – (b) 下次會期再報

2.6 IVE徵求紀律部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名譽顧問【上次會

議記錄 3.7】
秘書

秘書將繼續與該課程主管何先生(Mr. Derek Ho at 2460
5941)聯繫，再有進展時才匯報。

此項暫結。

2.7 部門周年餐舞會 【上次會議記錄 3.8】
有關今年 12月 14日 (星期五) 晚之部門周年晚宴如期

舉行。出席協會嘉賓有 -

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

名譽會長林靄嫻女士

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夫人

法律顧問尹學偉先生夫人

此項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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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8 2019年新春聯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錄 4.1】 康樂主任

有關於 2月 20日(星期三) (農曆正月十六)在旺角倫敦大

酒樓五樓舉行之己亥年新春聯歡晚宴，康樂主任建議收

費與去年一樣，如下-

會員/家屬 $200-
會員/家屬 (超過 80歲) 免費

聯繫會員 $280-
其他人仕 $330

建議獲通過。其他詳細工作分配及細節安排留待下次會

議討論。

2.9 第八屆委員就職典禮 【上次會議記錄 4.2】
通過就職典禮在 2019年新春聯歡晚宴同時舉行，將邀請

海關關長監誓。

2.10 加快處理入會申請工序【上次會議記錄 4.3】
助理司庫應允每月加強往總部收件次數及協助司庫處理

發會員証工作。

2.11 春季旅遊『港珠澳高鐵三天團』【上次會議記錄 4.4】 康樂主任

康樂主任建議採用由美麗華旅行社主辦的「中山高鐵三

天遊」，日期為明年 3月 26-28日舉辦，1月 18日需要

委員及義工協助處理信件派發工作。

康樂主任建議春季旅遊收費如下-

會員 $1,100-
聯繫會員 $1,200-
其他人仕 $1,300-

3. 新議事項

3.1 2018-2019年度活動建議

康樂主任建議下年協會主要活動如下：

2019年 2月 20日 新春聯歡晩宴暨第八屆委員

就職典禮

2019年 3月 26-28日 中山高鐵三天遊

2019年 8月 19日 協會 21周年晚宴

2019年 10月 15日 秋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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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8-2019年度核數小組成員

委員會通過由助理司庫推薦的三位會員陳佑強(502L)、
簡榮耀(516L)和羅盤城(492L)，並即時經電聯答允出任下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建議獲委員會贊同。秘書將去信以

上三位會員邀請他們出席下一次會議做核數工作。

3.3 申請開支報銷程序

司庫表示為了方便核數小組在每季核數時能夠快捷及準

確地進行，他請求委員在每次申請開支報銷時必須填妥

申請表作記錄及核數用。(有關申請表，請參閱附件) 。

3.4 執委會成員分組工作

司庫建議委員會職務組別如下：

主席

副主席 ------ 召集人(開會)

康樂/福利組 司庫組 秘書組

康樂主任 司庫 秘書

助理康樂主任 助理司庫 助理秘書

委員梁亦尊

委員李復華

委員王奉歧

委員朱廣鴻 委員張仔

4. 其他事項

4.1 澳門保安部隊(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成立典禮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 2019年 1 月 3日(星期四) 晚上

午代表協會出席在澳門德興火鍋海鮮酒家舉行之【澳門

保安部隊(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第一屆成立典禮】

4.2 海關關員畢業典禮會操

正、副主席與司庫於 2019年 1月 4日(星期五)下午代表

協會出席在香港海關訓練學校舉行之海關關員畢業典禮

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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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4.3 審批聯繫會員申請

與會者一致同意接納下列人士申請成為本協會聯繫會

員：-

申請人 年齡 背景 推薦會員

林順和(男) 78 退休商人 康樂主任

蒙富強(男) 65 退休商人 康樂主任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年 1月 19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在香港

北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秘書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18年 12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