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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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至三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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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衍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之第四十五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8 年 8 月份內收入$129,110.00，支出

$160,198.7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443,689.1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443,690.53  

      

 2.2 福利探訪【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上次會議至今福利組没有福利探訪。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秘書致電慰問下列會員：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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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日期 會員  

  9 月 10 日 李國財(270L) 、梁舜興(005) 、梁崇智(673L) 

及黃煜和(232L) 

 

  9 月 11 日 會員陳基 (497L)、鄭錦全 (028L)、鄭毅文

(564L)、葉道安(715L)、羅紹雄(091L)、劉學

賢(068L)及吳楚輝(757L) 

 

  9 月 12 日 陳松齡(425L)、鄭桂鴻(030L)及植華威(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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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代

表協會出席在旺角西洋菜街北警察體育遊樂會怡逸軒酒

樓舉行之上述第 51 次座談會，主席匯報如下： 

主席 

副主席 

  (a) 召集人趙士偉將會繼續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

國基聯絡以了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多次婉拒與聯席

會議接觸的原因； 

 

  (b) 「醫療聯席」在 4 月 18 日與公務員事務局羅智光局

長會晤時，被告知：中醫中藥服務乃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的工作範疇，而非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管轄，「醫療

聯席」將約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暸解； 

 

  (c) 主席和副主席已於 9月 10-12日聯同 28位「聯席會議」

成員參與中聯辦安排的「退休聯席：大灣區考察團」。

在這 3 日內共參觀了- 

1. 中國散列中子源(東莞) 

2. 雲從科技 XCITY 人工智慧展廳(南沙) 

3. 嶺南新天地(佛山) 

4. 肇慶端硯文化村(肇慶) 

5. 肇慶商務中心(肇慶) 

6. 肇慶新區企業(肇慶) 

7. 佛山機器人學院(佛山) 

8. 珠三角工匠精示館(佛山) ； 

 

  (d) 「聯席會議」將會在 1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參觀廉政公署總部大樓展覽廳，上限是 40 人，參觀

地方將會包括：訓練中心、展覽廳、模擬法庭、會面

室。參觀完畢後，將會在廉政公署總部大樓午膳和舉

行「聯席會議」第 52 次會議； 

 

  (e) 在 11 月 7 日（星期三）晚，「聯席會議」將會在香港

海關總部大樓設宴恭賀：義務秘書方正中 80 歲榮壽，

他亦於當日辭去「聯席會議」義務秘書之位，其空缺

將由香港懲教署人員總工會（退休組）潘志明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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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f) 在 11 月 7 日（星期三）聯席會議的召集人將由香港

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會長趙士偉轉交至香港海關退休

人員協會主席陳振威；及 

 

  (g)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將於 11 月 7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在北角香港廉政公署總部大樓舉行。 

 

    

 2.5 第 23 屆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已收到公務員事務局有關上述 11 月 9 日(星期五) 舉行之

旅行通告。助理康樂主任匯報今年之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

有 33 人報名參加，其中包括 6 位委員。費用退休人士為

$120 而同行人士為$165。助理康樂主任負責一切安排。

此項作結。 

助理 

康樂主任 

    

 2.6 2018-2020 年度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協會已收到 19 位名譽會長之贊助，但仍欠名譽會長劉

石達先生贊助，主席繼續跟進。 

主席 

  [會後備註：於 9 月 17 日主席收到部門職員關係課通

知話剛收到劉石達先生寄來之$20,000 支票。] 

 

    

 2.7 20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有關 8 月 22 日(星期三)在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五樓舉

行之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已完滿結束，是晚筵開

37 席，獎品非常豐富，獲大致好評。助理司庫報告當晚

出席人數共有 443 位，而收入如下： 

 

  (a) 出席者席費： $47,620.00  

  (b) 會長及嘉賓贊助現金(除用作抽獎用) ：  $64,910.00  

   共收入： $111,010.40  

  有關支出，司庫還需時去統計，待下次會議才再報告。  

    

3. 新議事項  

 3.1 2018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及第八屆委員會改選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及第八屆委員會改選已定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五時在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

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通告連同選

票將於 10 月 3 日發出。大會和改選完畢，隨即舉行酒會

及同樂日聯歡晚宴，於是次會議上即時訂了 10 至 15 席，

每席$2,680。出席者收費如下：                                                                                                                                                                                                                                                                                              

 

  （一）會員 (不論年齡)   ： 每位$50 

（二）會員配偶(不論年齡)   ： 每位$100 

（三）聯繫會員/配偶及其他人士 ： 每位$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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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截止報名參加晚宴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19 日。  

    

 3.2 部門刊物《海鋒》派發名單  

  康樂主任提岀他近日收到已故會員家屬通知他們仍收到

部門《海鋒》刊物，他亦透過部門福利組轉知部門總部停

止寄出。日後，如收到會員提岀希望不再收到此《海鋒》

刊物，委員會將協助處理。此項作結。 

委員會 

    

 3.3 建議修改會章 - 新入會者皆為永久會員  

  主席建議以行政方便理由，由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協

會只接受 『永久會員』和『永久配偶會員』之入會申請。 

主席 

秘書 

  建議獲與會者通過，將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舉行之周年

會員大會提岀討論及通過。 

 

    

4. 其他事項  

 4.1 審批聯繫會員申請  

  與會者一致同意接納下列人士申請成為本協會聯繫會

員：- 

 

  申請人 年齡 背景 推薦會員  

  羅智泉 66 退休人士 

太極導師 

助理康樂主任  

    

 4.2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39 周年聯歡晚會  

  副主席、秘書、助理司庫、委員黃衍及黃永健將代表協

會出席 201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在九龍灣宏天廣場地

下百樂門國際宴會廳舉行之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39 周年

聯歡晚會。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晚上六時半在香

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级官員會所舉行。康樂主任將

邀請核數小組成員出席。 

秘書 

康樂主任 

 

   

 

 

                 
 

主席：陳振威  秘書：盧應權 

 

2018 年 9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