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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事項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新委員會通過上屆於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之第八屆
第二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盧應權報告去年 12 月份內收入$4,000.00，支出
13,600.00，至 12 月底結存如下：
$435,467.83
支票戶口：
$1.40
現金：
$1,000,000.00
定期存款：
總數：
$1,435,469.23
[會後備註：由於上屆司庫朱廣鴻報稱他在家中找不到
2018 年 5 月由匯豐銀行寄來之「一百萬元定期存款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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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司庫

通知書」
、無法完成司庫交收程序。就此事，司庫、秘書
與上屆司庫朱廣鴻於 2019 年 1 月 29 日上午一同前往匯
豐銀行總行申請該通知書副本。經查詢，銀行不能補發
該通知書副本，只能證實在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名下
有一百萬元定期存款，到期日為 2019 年 5 月 7 日。到期
前，現屆主席、司庫和秘書 3 位可一齊簽署向銀行作書
面指示，例如：續存本金、存款朝、利息處理、等。或
3 位一齊親身到銀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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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福利探訪。
副主席提議未來由他統籌探訪團隊(以康樂組成員為骨
幹)，目標每月希望能探訪二至三位會員，增强協會對會
員的關心及慰問。委員一致通過。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主席於 12 月 13 日致電慰問會員姚載仁(454L)
助理司庫分别於下列日期致電慰問以下會員：
12 月 28 日問候蘇紹霖(518L)
12 月 30 日問候龔耀輝(349L)
12 月 31 日問候林志仁(851L)

2.4

福利組
副主席
福利組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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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主席和秘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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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匯報如下：
(a) 與公務員事務局的溝通
「聯席會議」通過建議去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
光，要約飯聚讓「聯席會議」能向局長介紹「聯席
會議」成立由來、歷史與目的等。
(b)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由於中醫藥已被確立為本港醫療系統的重要部分，
18 間中醫教研中心將轉型成為地區中醫診所，即教
學和研究等職能，也提供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中
醫全科門診標準收費為 120 元(包括診金和最少两
劑中藥)，經中醫師診治後按需要進行的針灸和推拿
療程，每次收費 120 元。而透過醫管局與各非政府
機構商討籌備轉型的中醫門胗服務，有關服務可於
2020 年上半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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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c) 會議場地的安排
鑑於公務員事務局「退休公務員資源中心」擠迫情
況未有改善，下次「聯席會議」開會場地預定在北
角海關總部大樓 12 樓高級官員會所舉行，日期為 3
月 6 日(星期三)，1430 時開會。
(d) 參觀各政府部門
有關預期參觀喜靈洲懲教所，由於要與懲教總部聯
繫後才可作安排，大會通過在適當時間再提。
(e) 「香港消防退休人員互助會」代表列席會議
由於當日「香港消防退休人員互助會」未有派代表
列席， 亦未有傳達意見，而「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退休組)」鄧境鏢表示該會對「香港消防退休人員
互助會」在「聯席會議」建議的代表性持不同意見，
大會議決暫時不作決定，待消防處的兩個退休會自
行商議好才作定。
(f)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優惠
謝志光表示「城市花園酒店」已分別通知個別受惠
友會，請各會負責人留意電郵/訊息，個别會友亦表
示受惠項目未盡相同，要查詢清楚，大會亦感謝謝
志光在此項目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
(g) 「聯席會議」的年夜飯或春茗
由於擬在 2 月 22 日(星期五)在入境事務處長官會所
舉辦的春茗晚宴已經取消，所以工作組一致決定於
3 月 22 日(星期五)(首選) 和 3 月 18 日(星期一)(次
選)舉行「春季聯歡晚宴」，地點為西洋菜街北「警
察體育遊樂會」並請陳振威(召集人)出信邀請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出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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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項】
有關 10 月 30 日當晚之收支賬目，上屆司庫朱廣鴻報告
如下：
(a) 支出
$23,326.70
(b) 收入
$5,000.00
(c) 協會補貼 (c) =(a) – (b)
$18,326.70
2019 年新春聯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錄 2.8】
由於早前暫定於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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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第
八屆委員就職典禮，因主禮嘉賓海關關長不能出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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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主任

押後至 3 月 5(星期二) (農曆正月二十九) 舉行，邀請咭
已於 1 月 16 日寄出，而通告將於 1 月 23 日連同會訊及
春季旅行通告一齊發出。其他詳細安排下次會期再議。
2.7

3.
4.

康樂主任

新議事項
其他事項
4.1 國際海關節酒會
正、副主席、司庫與康樂主任於 2019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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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後，將留後出席『四國海關足
球聯賽』歡送晚宴。
4.2

5.

春季旅遊『港珠澳高鐵三天團』
【上次會議記錄 2.11】
康樂主任建議採納由〝美麗華旅遊〞承辦 3 月 26-28 日
舉辦之〝中山，佛山三天團〞並建議收費如下：
康樂主任建議春季旅遊收費如下$1,100會員
$1,250聯繫會員
其他人士
不接受其他人士報名

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己亥年春節歡晚會
主席和副主席將於 2019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代表本協
會出席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在九龍西洋菜街北警
察體育會ニ樓怡逸軒酒家舉行之春節聯歡晚會。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 年 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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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19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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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