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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五十分至三時五十分 

地點: 香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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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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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缺席者: 陳耀華先生  助理司庫 

    
 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1.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委員通過二○一四年五月三日之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上兩個月之財務情況。  司庫 
  (1) 2014 年 4 月份內收入$10,676.00，支出

$20,850.00，至 4 月底結存如下：  
 

   支票戶口：              $129,740.46  
   現金：    8.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129,748.86  
  (2) 2014 年 5 月份內收入$144,184.96，支出

$113,843.00，至 5 月底結存如下：  
 

   支票戶口：              $160,082.42  
   現金：    38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160,4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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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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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於今年 5 月 20 日致電慰問會員黃永輝，其子告知

他現已入住了靈實寧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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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主席、委員譚金球、黃衍及張仔於 2014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代表協會出席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

舉行之聯席座談會會議，主席匯報會議主要討論事項

如下： 

 
 
 

  (1) 新界北一天遊 
於今年 4 月 12 日舉辦之新界北盤菜一天遊已完

滿結束，各參加者都盡興而歸。 

    

  (2) 新聯絡平台 
主席謂他和秘書代表協會利用 WhatsApp 作為聯聯聯聯

席會議席會議席會議席會議訉息傳遞之用。 

    

  (3) 百年中國禁毒文物展覽 
2014 年 6 月 26 日為世界禁毒日。警察歷史收藏

學會與澳門警察協會聯合主辦《百年中國禁毒文

物展覽》。主席邀請聯席會議聯席會議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各會兩位代表出席

參觀(自費及即日回程)。當日澳門海關退休會將

邀請各代表午膳，而當晚將回請澳方晚宴。正副

主席代表本會出席此活動。 

    

  (4)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4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在紀律部

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主席、委員張仔、譚金球

及黄衍會代表協會出席。 

    

       
 2.5 夏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委託《達美旅遊》舉辦於 5 月 28 日出發之「惠東普寧

星級三天遊」，已完滿結束，大致好評。一共有 149
人參加，包括會員/配偶 107 人、聯繫會員/配偶 12 人

和其他人仕 30 人。司庫匯報收支賬目如下： 

 

   收入： $104,650   
   支出： $110,698   
   協會補貼： $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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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6 2014/2015 年度海關福利基金撥款【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主席匯報他曾與部門職員關係課陳燕珊高級督察聯

絡，獲悉由於基金有限，現時每年由海關福利基金撥

款給協會之$6,000 金額將維持不變。此項作結。 

 

    
 2.7 16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今年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已定於8月19日在

九龍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 5 樓舉行。海關關長張雲

正太平紳士已答允主持委任典禮。康樂主任報告已預

訂了 36 至 38 席。與會者同意席券收費如下： 

80 歲或以上之會員及其配偶免費； 
會員及其配偶每位$180； 
聯繫會員及其配偶每位$250；及 
其他人仕每位$280。 

通告暫定於 7 月 18 日發出，截止報名日期為 8 月 12
日。秘書將備通告及嘉賓邀請咭。另外，秘書將安排

本協會盾牌及鑲有鏡架委任證書頒贈給各會長。 

主席 
秘書 

    
 2.8 公務員事務局「第十九屆退休公務員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詳情待 9 月再收通告。康樂主任負責跟進。 康樂主任 
    
3.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續任及新任 2014-2016 年度名譽會長  
  協會收到以下名譽會長每位二萬元捐獻，9 位合共十

八萬元： 
 

  續任會長： 李鉅能先生、梁偉浩先生、黄炳生先生、

吳宏斌博士、鄭應南博士、周禨存先生、

王德渭先生和張德忠先生。(8 位) 

 

  新任會長： 廖宇軒先生。(1 位)  
  而協會收到陳熹博士和廖錦清先生拒絕接受續任

2014-2016 年度名譽會長。 
 

  有關其他會長，包括陳延邦爵士、林靄嫻小姐、劉石
達先生、謝小寕小姐、王文漢博士及余啟繁先生之回
覆，主席將跟進。 

 
 

主席 
    
 3.2 2014 週年會員大會及第七屆委員會改選  
  秘書建議於 2014年 10月 28日(星期二)在香港北角海

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2014 週年會

員大會及第七屆委員會改選，並提出下列安排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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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發信日期 內容 回覆期限  

  7 月 18 日 邀請會員提名最多 13 名會
員參選 

8 月 28 日  

  9 月 14 日 確認是否接受提名 9 月 22 日  
  9 月 30 日 提醒被提名及接受參選之

會員出席大會 
  

  10 月 8 日 週年會員大會通告及委員
選舉 

郵寄投票 
10月 24日 

 

  秘書以上建議獲委員會通過。 秘書 
    
4.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4.1 義務工作  
  主席謂本協會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請求協會協助《香

港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於今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 賣旗籌款。有興趣參與是項義務工作之會

員可向主席報名。 

主席 
 

    
5.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第六屆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將於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半在香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舉行。核

數小組將應邀出席。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一一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