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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第四十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二時二十至四時二十五分

地點：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十樓自學資源中心

出席: 陳振威先生 主席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盧應權先生 司庫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顏漢發先生 康樂主任

徐威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缺席： 陳明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請假： 朱廣鴻先生 委員

請病假： 梁亦尊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2 年 8 月 24 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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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份收入$20,500.00，支出$20.00，至

2022 年 8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631,358.36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631,358.36

司庫補充 8 月份收入之$20,500.00 是 1 位永久會員邱郁光
先生(932L)$500.00入會費和部門2022-2023年度福利基金
撥款$20,000.00 給本協會作為津貼協會舉辦活動之用。

而支出之$20.00 是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鑑於疫情仍然嚴峻，福利組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探訪。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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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以下是致電慰問會員詳情： 福利組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委員徐威俊 28/8 - 2/9 會員黃衍先生(006L)
會員鄧牛先生(157L)
會員劉威先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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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和司庫於 202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下

午代表協會出席暫定在九龍京士柏衛理道 8 號「香港政府

華員會」禮堂舉行之上述第 68 次座談會，主席匯報有關

事項如下：
(a)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

入境趙士偉 9 月 1 日出席了「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

利聯席」的會議，當晚立法會勞工界代表周小松議員

也有列席，聽取各位出席者對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

的意見。

出席代表大多認為現時政府提供的公務員醫療及牙

科福利都有所不足，未能達至「公務員事務規例」

(CSR)中承諾向公務員提供最佳護理及治療的水平。

加上現時牙科醫護人員離職情況嚴重，安排治療及檢

查牙齒的排期時間太長，與會者詢問在這非常時期可

否爭取根據 CSR950(5)在獲得衛生署署長書面批准

的情況下，接受私家牙醫的牙科檢查和治療，以緩解

這方面的醫療需要。

與會者要求周小松議員協助，約見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以反映相關情況。另外，亦要求周議員在立法會的

公務員事務委員會中為公務員反映有關問題。

此外，「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正在草擬意

見書，就行政長官於本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交

意見。
(b) 聯席會議活動

與會者一致贊同廉退周興業為『福利康樂』組召集

人，他將會聯繫每會 1 位代表舉行會議商討日後活動

事宜。

(c) 下屆聯席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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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聯席會議召集人將由警退接任。

(d)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 202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下午暫定在

九龍京士柏衛理道 8 號「香港政府華員會」禮堂舉行。

負責人

2.5 2022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九屆委員會改選 【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秘書匯報從 8 月 15 日收到的提名信中，經整理後共有 102
名會員獲得提名，其中 1 位是居於海外(聯絡不上)，秘書

在 9 月 1 日一共發出 101 封確認提名參選信件。而收回有

15 封確認參選之信件。

秘書呈上有關 2022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九屆委員會改選之

通告和文件在會上徵求委員意見及贊同。

與會者接納助理司庫之建議把 2022 年 10 月 27 日之周年

會員大會改為在中午舉行，程序暫定如下：

10:15 委員報到、安排工作人員在樓下接待會員

10:30 會員簽到、會員可開始把選票投入投票箱

11:00 點算出席大會人數

11:15 舉行 2022 周年會員大會

12:00 進行第九屆委員會點票

12:10 酒會開始(自來紅酒啤酒)

13:00 午宴(每檯 8 人、每位費用$140)

14:00 散會

詳情細節在下次例會再作討論。

2.6 『同心、展新』紀律部隊暨青少年團體慶國慶七十三周年

暨回歸二十五周年步操大匯演【上次會議記錄 2.4 項】

主席稱部門將於 9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協
同其他 5 個紀律部隊在將軍澳百勝角消防及救護學院舉行
之『同心、展新』紀律部隊暨青少年團體慶國慶七十三周
年暨回歸二十五周年步操大匯演，協會得到保安局邀請，
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

主席

秘書

3. 新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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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委員徐威俊報告得到會員梁洪英家人通知前總關員梁洪英
已於 2022 年 8 月 28 日離世，亨壽 96 歳，並於 202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設靈於聖十字架堂 Holy Cross Church，上
午 10 時舉行聖祭，隨即移靈至柴灣哥連臣角進行火葬，協
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4.2 2022-2023 海關福利基金

主席報告香港海關福利基金財政預算委員會已在 2022-
2023 年度預算中撥出港幣 20,000 元，預作津貼香海關退休
人員協會在該年所舉辦的活動。有關津貼已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存入協會戶口。

4.3 核准 1 位永久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 1 位海關退休人員李偉雄先生(933L)申請成為
本協會永久會員。

5. 下次會議

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地點：暫定北角海關總部大樓十樓自學資源中心

註 : (1) 核數小組成員將被邀請出席核數；及

(2) 請各委員盡量出席以完善今屆委員會的工作。

秘書

2022 年 9 月 19 日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