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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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二年七月十四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四時至下午六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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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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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衍先生  委員 
 譚金球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缺席者: 張仔先生 委員 

列席者: 何海靖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李換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孫紹榮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二年六月九日之第二十次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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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 6 月份內收入$80,000.00，支出

$863.00，至 6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75,362.66 
儲蓄戶口： $5,053.32 
現金： $232.7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280,6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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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福利探訪 【上次會議記錄 2.2 項】 

助理康樂主任於 6月 26日到廣華醫院探訪會員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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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致電慰問以下人士。 福利組

日期 委員 慰問 

6 月 28 日 康樂主任 會員曹文遺孀 

7 月 13 日 譚金球 會員何衍量 

7 月 14 日 主席 會員黃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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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與委員張仔和譚金球於 2012 年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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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秘書收到候任行政長官私人秘書陳冉小姐

6 月 5 日回函稱候任行政長官因公務繁忙，未

能定下與聯會成員會面的時間。 
(2) 參觀立法會大樓 

正副主席和助理康樂主任已於 6月 26日代表協

會聯同其他政府退休人員協會參觀立法會大

樓。 
(3) 健康檢查服務 

秘書匯報主席已於 6月 18日去信東華三院申請

八五折優惠本協會會員之健康檢查服務。待覆。 

秘書

(4) 會議召集人 
由下次會議開始，該聯席座談會召集人將由本

會主席出任，為期一年。 
(5) 與內地退休公務員協會交流 

建議透過中聯辦與內地退休公務員協會交流，

與會者一致贊同。 
(6)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 2012 年 9 月 12 日(星期三) 下午

在掃桿埔香港紀律部隊人員康樂中心舉行，正

副主席、委員張仔、黃衍與譚金球將會出席。 

正副主席

張仔、黃衍

譚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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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5   14 周年聯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禮【上次會議記錄 2.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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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價錢為$2,68，暫訂 36 圍。其他安

排如下 

 下午 2 時麻雀耍樂開始，直至晚上 7 時 15 分。 
 下午 4 時輝煌娛樂製作公司之樂隊到場，下午 6
時供應員工晚膳，晚上 7 時開始演奏。 

 晚上 7 時 45 分至 8 時 15 分舉行會長委任典禮 
 大會司儀由會員陳沛和先生担任。 
 晚上 9 時 30 分至 10 時幸運抽獎 ， 禮品包括嘉

賓送來之賀禮、海關會所皇冠徽章水晶球 1 個、

皇冠徽章盾牌 11 個，等等。由助理秘書及助理康

樂主任負責。 
 枱獎暫有皇冠徽章茶杯 2 隻、協會電筒放大鏡 1
個。 

 會長何謂熾先生送出紅酒 60 支，本會再購買多

40 支紅酒及數支威士忌。 
 頒贈各會長及法律顧問之本協會特製海關盾牌

(每個$280) 及鑲有鏡架委任證書由秘書安排。 

助理秘書

助理

康樂主任

秘書

協會收到名譽會長共二十萬元捐獻： 
續任會長每位二萬元有張德忠先生、梁偉浩先生、鄭

應南博士、李鉅能先生、王德渭先生、吳宏斌博士、

余啟繁先生和周禨存先生。 
續任會長每位一萬元有陳延邦爵士和林靄嫻小姐。 
新任會長有謝小寕小姐。 
其他會長陳熹太平紳士、劉石達先生、王文漢博士及

黄炳生先生將日後回覆。 

另外，主席將去信廖錦清先生邀請他出任名譽會長。 主席
 

2.6   名譽會長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用膳【上次會議記錄 2.6 項】 
助理秘書將負責印製有相片之名譽會長證送給個別

名譽會長。 
助理秘書

 
2.7   公務員事務局之「第十七屆退休公務員旅行」 

【上次會議記錄 2.7 項】 
由於日期定於 2012 年 11 月 2 日，此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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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8   會員動向【上次會議記錄 4.3 項】 
秘書報告由上次會議至今有一位部門退休同事盧偉

棠先生加入成為永遠會員。 

永遠會員曹文先生於今年 6 月 28 日與世長辭，喪禮

將在紅磡世界殯儀館三樓永恩堂舉行：7 月 27 晚守

夜、翌日早上出殯，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秘書

 
3. 新議事項 - 無  

 
4.    其他事項  

4.1 新東江每月聯誼聚餐 

副主席報告由於新東江在今年 6 月結業，協會已終止

補貼會員出席每月第一個星期一在該酒樓之聯宜聚

餐。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將於二○一二年八月十一日

(星期六)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在九龍旺角彌敦道倫敦大酒樓

舉行。 

秘書

 
 
 
 
 

秘書：盧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二年七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