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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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三年二月二十三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 九龍旺角彌敦道倫敦大酒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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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梁亦尊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金球先生 委員 

 張仔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三年一月十二日之第二十七次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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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 1 月份內收入$9,587.00，支出 

$ 15,632.05，至 1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02,501.41 
儲蓄戶口： $5,053.32 
現金： $ 56.8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307,6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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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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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錄 2.3 項】 
康樂主任於 2013 年 1 月 22 日致電慰問配偶會員陳

炳雄，而委員陳煜榮於 2013 年 2 月 15 日致電慰問

會員黃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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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上次會議事項，主席匯報以下事宜之進展： 
(1) 會見現任行政長官 

於 2013 年 1 月 30 日下列退休人員協會主席應邀

出席公務員事務局秘書長黃鴻超和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鄧國威在灣仔滬坊軒之午宴 – 
陳振威(本協會); 周國泉(入境處) 

鄺偉權(消防處); 許家民(廉政公署) 

麥桂成(警察);  

陳文超(香港退休公務員會); 
石國基(香港政府華員會退休公務員分會) 及 

方正中(義務秘書 -懲教署) 
在席間，傾談事宜有： 

 (i) 有代表建議軟性與公務員事務局溝通。 
 (ii) 有代表提出收到投訴指紀律部隊人員康樂

中心之退休會員預定場地有困難，而有代表

建議批准其他退休公務員使用紀律部隊人

員康樂中心設施。 
 (iii) 有代表提出位於梨木樹之公務員家屬診所

交通不方便，希望在北區設立公務員家屬診

所，以方便住在北區之退休公務員求診。 
 (iv) 香港退休公務員會主席陳文超建議所有之

中央政府訊息透過香港退休公務員會發放

至各退休人員協會。 
(2) 「部門互訪」 - 參觀廉政公署總部 

本協會 5 位代表包括正副主席、委員張仔、黃衍

與譚金球將於 2013年 3月 13日(星期三) 上午參

觀廉政公署總部。 
(4)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日期改為 2013 年 3 月 6 日(星期三) 中
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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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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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5 2013 年新春聯歡晚宴【上次會議記錄 2.8 項】 
定於 2013年 2月 26日(星期二) 農曆正月十七在九龍

旺角彌敦道倫敦大酒樓舉行之新春聯歡晚宴將會共

有 35 席。是晚節目安排如下： 

 

時間 節目  
3:00 pm： 麻雀耍樂 (至 7:15 pm)  
6:00 pm： 酒會  
7:45 pm： 入席  
7:55 pm： 主席致歡迎詞及委員在台上敬酒拜年  
8:15 pm： 上菜  
8:30 pm： 卡拉 OK   
9:30 pm： 幸運抽獎(首輪)  
10:00 pm： 幸運抽獎(壓軸)  

助理康樂主任與助理秘書將担任司儀。  
 

2.6   提醒會員繳交 2013-2014 年度會費 【上次會議記錄 2.9 項】 
康樂主任建議在協會 2013 年新春聯歡晚宴當晚再提

醒會員繳交 2013-2014 年度會費。與會者贊同，由康

樂主任負責。 

康樂主任

 
2.7   春季旅行 【上次會議記錄 3.1 項】 

由《愛遊假期》協辨「清遠、東莞星級三天遊」之詳

情如下： 

出發日期： 2013 年 4 月 8 日（星期一） 
每位團費： (1) 會員/配偶  :  $900 
(未包小費) (2) 聯繫會員/配偶 :  $1,030 
 (3) 其他人仕  : $1,090 
集合時間： 

集合地点： 
上午九時正 

深圳福田口岸 (乘港鐵落馬洲線) 
出通告日期： 3 月 1 日 

截止報名日期： 3 月 11 日 

預留名額 ： 120 個 
康樂主任稱他在通告附件〈參加旅行者須知〉，加上

一項條款：『如獲旅行社退回景點門券長者優惠之款

項，將全數撥歸本會帳目，參加者不得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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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 新議事項  

無。 

 

4. 其他事項  
 

4.1 其他退休會邀請協會代表出席事項  
(1) 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香港退休公務員會於

二○一三年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在九龍尖沙

咀柯士甸道八號景逸軒酒樓舉行之癸已年新春

團拜暨聯歡晚會。 

 

(2) 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香港警務處退役同僚

協會於二○一三年三月五日(星期ニ) 在九龍界

限街警察體育遊樂會ニ樓怡逸軒酒家舉行之癸

已年春節聯歡晚宴。 

 

(3) 正副主席、秘書將代表協會出席香港懲教退休人

員協會於二○一三年三月ニ十ニ日(星期五) 在
九龍尖沙咀彌敦道六十三號國際廣場ニ十六樓

金殿海景宴會廳舉行之癸已年春節聯歡晚宴。 

 

(4) 副主席和委員張仔將代表協會出席香港警察員

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僚聯會於二○一三年

三月ニ十八日(星期四) 在九龍尖沙咀東部麽地

道半島中心德興火鍋海鮮大酒家舉行之第十七

屆週年會慶紀念暨癸已年新春團拜及會員聯歡

晚會。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將於二○一三年三月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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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年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