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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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七七七七屆屆屆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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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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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列席者： 陳耀華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顏漢發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缺席者： 馮棨洪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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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通過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第五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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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份內收入$95,300.00，支出          

$126,229.5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47,164.8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47,166.22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助理康樂主任於今年 4月 19日到大埔那打素醫院探望會

員謝金城。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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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主席於今年 4月 25日上午致電慰問會員梁舜興及會員編

號 133 黃永輝之兒子有關他父親入住靈實醫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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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匯報跟進上次 2015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座談會之

主要事項如下 
 

  2.4.1 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面  
   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主席和聯會義務秘書

於今年 4 月 21 日下午拜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

員，包括局長譚志源,GBS, JP、副局長劉江華及

政務助理朱瑞雯。在會面中，局長要求各會支持

政改並希望聯席會議各會能協助政府參加宣傳

活動，例如派傳單、落區等等。 

就政制及内地事務局長之要求協助宣傳政改一

事，主席在會上諮詢本會委員之意見，經討論，

與會者都認為本會不適宜參加此活動。 

 

  2.4.2 下次會議  
   正、副主席、委員譚金球、黃衍及張仔將於 2015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出席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

心舉行之聯席座談會會議，會後再由主席匯報有

關事項。 

 

    
 2.5 春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康樂主任匯報有 91人報名參加今年 6月 1日(星期一) 由

《愛遊假期》舉辦之「潮州、汕頭三天團」，包括 7 名委

員。將乘兩部 53 座旅遊巴出發。 

康樂主任 
 

    
 2.6 本地一天遊 【上次會議記錄 2.10 項】  
  助理康樂主任匯報有 93 人報名參加今年 5 月 18 日(星期

一) 舉行由《運通假期》舉辦之本地一天歡聚樂悠遊 -

「蓬瀛仙館清新齋宴樂逍遙」，包括 11 名委員，當日上

午九時在九龍塘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對開集合。 

助理 

康樂主任 
 

    
 2.7 會所之餐飲承辦商慶祝 4 周年聯歡晚會【上次會議記錄 4.1 項】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之餐飲承辦商 - 「金舫餐飲有

限公司」將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舉行上述之晚
會，出席嘉賓有- 
 

 



 3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永遠名譽會長李偉民先生 
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周禨存先生 

名譽會長黄炳生先生 

名譽會長謝小寧女士 

海關關員公會主席 

澳門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6 位 

 

  協會代表有正、副主席、司庫、助理司庫、秘書、助理

康樂主任、委員譚金球、梁亦尊、黃衍及張仔。 

 

    
3.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公務員事務局「第二十屆退休公務員旅行」  
  康樂主任匯報有關他於 4月 24日(星期五) 代表協會出席

在添馬政府總部西翼 928 室舉行的退休公務員協會「第

二十屆退休公務員旅行」會議詳情如下： 

康樂主任 

  日期： 201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名額： 本協會 33 人  
  行程： 沙頭角邊境地區及有機農莊  
  團費： 每位$150，每位退休公務員將獲資助五成團

費，而同行人士則獲資助三成 

 

  今年 9 月將正式公佈。  
    
 3.2  17 周年聯歡晚宴  
  今年周年聯歡晚宴暫定於 8 月 19 日(星期三)在九龍旺角

彌敦道倫敦大酒樓 5 樓舉行。康樂主任將負責預訂酒席。 
康樂主任 

    
4. 其他事項  
 4.1 全港各區工商聯 22 周年會慶暨第 16 屆會董局就職典禮  
  正、副主席、秘書、委員譚金球及黃衍於 20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代表協會出席在灣仔會展新翼三樓舉行
上述晚宴。協會致送一個五百元之花籃恭賀李鋈麟太平
紳士榮任全港各區工商聯會會長。 

 
 
 

    
 4.2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周年聯歡聚餐  
  正、副主席將於 2015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代表協會出

席在九龍雅蘭中心四樓迎潮酒樓舉行之上述晚會。 
主席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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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4.3 會員離世  
  會員周威於今年 3 月尾與世長辭，喪禮於 5 月 1 日上午

在紅磡福澤殯儀館舉行。協會已致送花圈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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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半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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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