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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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七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六時五十分至七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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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者： 馮繼豪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核數) 湯樹根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陳兆安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缺席者 譚金球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六年十二月十日之第二十五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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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內收入$3,930.00，支出

$13,464.0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81,700.88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81,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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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致電慰問。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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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 暨 香港各退休公務員協會 

聯席會議【上次會議記錄 2.4 項】 

  正、副主席已於 2017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

會出席在香港金鐘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西翼 5樓 508室

「退休公務員資源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41 次座談會，

主席匯報聯席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主席 

副主席 

  2.4.1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自助午、晚餐優惠  

   有關城市花園酒店自助午、晚餐優惠一事，已獲

城市花園酒店回覆如下： 

由 2017 年 1 月 2 日至 12 月 30 日，協會會員可
享受城市花園酒店一樓「綠茵閣」西餐廳自助
午、晚餐六折優惠。每次惠顧以 12 位為上限，
會員訂座時要表明是協會會員，而結帳時要出示
協會會員証。結帳時，若用信用卡，須用本人信
用卡。若付現金，須出示其本人身分證。此優惠，
不適用於特別假期和節日。會員訂座時（訂座電
話：2806 4922）需要問清楚當日有否優惠，如有
任何爭議，「綠茵閣」西餐廳保留最終決定權。 

 

  2.4.2 剔除「香港退休公務員會」  

   就「聯席會議」平台內其中一個成員會 「香港退

休公務員會」 (以下簡稱 「退公」)，表達該會的

立場，強調 「退公」的代表只會出席「聯席會議」 

的會議，不會參加以「聯席會議」名義舉辦的各

類活動；再者，往後以「聯席會議」名義舉辦的

活動，亦不可將「香港退休公務員會」的名字加

入「聯席會議」的成員會名單之中。 

然而，「聯席會議」其他各會的代表對此要求不能

接受，各會均認為「聯席會議」的會議及活動，

都以同一平台的名稱代表各會，理應「齊上齊

落」，以表示對此平台的尊重及支持，不應按個別

會的要求而在某一活動刪除某會的名字，如不能

遵守者，理應從「聯席會議」名單內剔除該會。 

會議議決：由於「退公」未能同意此「聯席會議」

平台上述「齊上齊落」的共識，屈奇安動議把「香

港退休公務員會」從「聯席會議」名單內剔除，

周興業和議。經投票表決：6 票贊成，1 票反對，

動議獲得通過，並確認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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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4.3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7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在政府總部

西翼 5 樓 508 室舉行，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

席。 

 

    

 2.5 會員資料更新【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有關全面更換有相之新永久會員証，繼去年 18 周年聯歡

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派發少量永久會員証，其餘將連

同新春聯歡晚宴通告、會訊和 2017-2018 年度會費通知

信個別發出。此項作結。 

秘書 

    

 2.6 (2017)丁酉年新春聯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錄 2.12 項】  

  有關今年2月22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新

春聯歡晚宴，康樂主任報告已預訂 36 席，每席$3,380，

比往年周年聯歡晚宴每席$3,280 貴了$100。秘書已寄出

嘉賓邀請咭，而康樂福利組將於 1 月 24 日寄出通告，

截止報名日期為 2 月 15 日。秘書將負責購買威士忌、

蘇打水和小食，當晚細節安排留待下次會議才討論。 

康樂組 

    

3. 新議事項  

 3.1 春季旅行  

  有關計劃中之春季旅行將押後兩星期至 2017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初步建議「南、番、順」三天休閒美食團，

參觀西樵山影視城，康樂主任跟進。 

康樂主任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永遠會員杜錦榮(122L)於 2016 年 12 月 29 日與世長辭，

喪禮於 2017 年 1 月 9 日晚上在香港北角英皇道香港殯

儀館設靈，翌日上午舉殯。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另外，永遠會員戴鍚倫(113L)於 2016 年 12 月 27 日與

世長辭，喪禮於 2017 年 1 月 15 日晚上在九龍鑽石山殯

儀館設靈，翌日上午舉殯。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4.2 副關長晚宴  

  正、副主席與秘書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代表協

會應海關副關長鄧以海先生之邀請出席在香港海關高

級官員會所舉行之私人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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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3 國際海關節酒會  

  正、副主席、秘書與康樂主任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星

期五)代表協會出席部門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之國際海關節酒會。 

 

    

 4.4 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新春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和委員張仔將於今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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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春節團拜  

  正、副主席、秘書、助理秘書、助理康樂主任和委員張

仔將於今年 2月 9日(星期四)代表本協會出席上述聯會

在尖沙咀麼地道半島中心德興火鍋海鮮酒家舉行之 2

月份生日會及春節團拜。 

 

    

 4.6 澳門海關(水警)退休人員協會春茗聯歡晚宴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今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代表本

協會應邀出席澳門海關(水警)退休人員協會在澳門萬豪

軒酒樓舉行之【丁酉年春茗聯歡晚宴】。 

 

    

 4.7 審批聯繫會員申請  

  與會者一致同意接納以下 2 位人士申請成為本協會聯

繫會員：- 

 

  申請人 年齡 背景 推薦會員  

  梁炳輝先生 62 退休銀行經理 徐威俊  

  蔣珮華女士 60 前高官夫人 徐威俊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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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