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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事項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舉行之第八屆第六次會議
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今年 4 月份內收入$1,900.00，支出$3,823.00，至
4 月底結存如下：
$344,282.53
支票戶口：
$1.40
現金：
$1,000,000.00
定期存款：
總數：
$1,344,283.93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委員梁亦尊於 5 月 18 日探望會員姚載仁 (45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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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司庫

福利組

負責人
2.3 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電話慰問會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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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和秘書於 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下午三時
主席
三十分代表協會出席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高級官員會所
副主席
舉行之上述第 55 次座談會，主席匯報如下：
秘書
(a)

與公務員事務局的溝通
由於
「特首辦」陳國基主任答允出席在 5 月 8 日 1830
時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12 樓海關高級官員會所的
「聯席會議」飯局，
「聯席會議」議決跟隨已訂下的
方向，由「聯席會議」各代表在飯局中向陳國基主
任解釋「聯席會議」的組成，目的，同時要求陳國
基主任協助加強「聯席會議」與公務員事務局之間
的溝通。(會後備註： 飯局中，陳國基主任表示非
常樂意替「聯席會議」安排聚會及約見會晤人士，
亦樂意替「聯席會議」安排其他活動，而陳國基主
任亦豉勵「聯席會議」成員更多出現在政府支持的
活動，讓公眾明瞭退休公務員/紀律部隊成員亦對社
會有一定的貢獻和付出)。

(b)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退休組)潘志明滙報，「港九勞
工社團聯會」於 2019 年 4 月 28 日舉辦「五一勞動
節 勞動尊嚴」大遊行，
「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
席」的 13 名代表亦於當日參加遊行，以「兌現施政
承諾。落實公務員睇中醫」為題，到達政府總部時
遞交請願信，敦促政府盡快推行有關政策。
鑑於行政長官於去年 10 月 10 日發表 施政報告後，
至今已逾半年，公務員事務局尚未交待任何籌備方
案，亦無提出任何諮詢，
「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
席」因此已透過立法會潘兆平議員，要求再次會晤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商討有關情況。

(c) 會議場地的安排
由於現時「聯席會議」的開會時間通常是每月首個
星期三下午 1430 時開始舉行，而當有海關其他部門
活動在同日同地舉行時，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12 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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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高級官員會所便不能提供會議場地予「聯席會
議」，再者，要在 1430 時提供場地也有一定困難，
「聯
席會議」通過會議場地可輪轉交替在海關和入境處
的場地舉行及再尋找其他適合地方。
(d) 參觀各政府部門
由於各部門近期皆非常忙碌，未能配合「聯席會議」
的預期參觀須要，而天氣亦開始轉熱，
「聯席會議」
同意暫時擱置參觀各政府部門活動或改以外訪以旅
遊參觀方式進行，現待各代表收集更多資料再議。
(e) 「聯席會議」的年夜飯或春茗
由於「聯席會議」成立已近十周年，
「聯席會議」代
表均同意是次「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項目是一項
盛事，一致決定陳振威為統籌。初步決定舉行日子
為九月上旬，而各「聯席會議」代表均須統一服飾
出席，更詳細的編排及工作交由各小組人員積極跟
進。
(f) 「萬眾同聲撐修例公義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
由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甯瑞祥轉介的「萬眾同
聲撐修例公義組」所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
「聯席會議」一致通過各會會將此正面訊息傳達到各
會會員，並豉勵其會員積極參與及做出正面的選擇
以支持修例。
2.5

2.6

協會定期存款【上次會議記錄 2.5】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名下之一百萬元定期存款，司庫
報告他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到上水廣場 16 樓匯豐中小企
中心查詢續期息率，去年之利息是 0.2%。在他爭取下，
中心回應最高年息（6 至 12 個月）可以增至 0.5%。經
諮詢委員，同意繼續存放定期一年。在期滿前，將再指
示匯豐如何去處理該存款和利息金額。請參閱附件之『定
期存款到期通知書』
。此項作結。

司庫

檢討及重組協會工作人員名單【上次會議記錄 3.3】
秘書報告日前助理司庫已將舊有的「協會義務工作人員」
秘書
群組取消，新義務工作人員名單將會會同助理司庫及助 助理司庫
理康樂主任共同擬出。此項作結。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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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7

3.

第 24 屆退休公務員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3.4】
助理康樂主任報告於 2019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時 30 分代表協會出席公務員事務局在添馬政府總部西
翼 928 室舉行之「第二十四屆退休公務員旅行」會議，
報告如下：
(1) 會議上一致通過旅行地點選在乘船出發，遊覽坪洲
家樂徑，南丫島天后廟及神風洞。集合和解散地點
都會在尖沙咀，時間分別為上午 9 時和約在下午 5
時。
(2) 我會及另外 4 個其他協會的參加者，將選定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我會獲分配的名額為 40 人。
(3) 費用預計是每位 240 元，(已包括團費、領隊小費、
參觀門票、交通、午膳及保險)。公務員事務局會資
助每位退休公務員一半費用，而非公務員的同行人
士則會資助費用三成。
(4) 當公務員事務局負責籌劃這次旅行的組別與旅行社
確認各項安排後，詳情會通知各協會的聯絡人並會
刊登在 8 月份的【公務員通訊】上。(會後備註： 助
理康樂主任已於 5 月 27 日知會公務員事務局籌備是
次「第二十四屆退休公務員旅行」的梁震海先生說
明他為代表協會的聯絡人)。
(5) 各退休公務員協會在獲悉旅行安排詳情後將按照過
往程序接受報名。
此項暫結

新議事項
3.1 21 周年聯歡晚宴
委員會通過 21 周年聯歡晚宴將與協會周年大會晚宴合
併選在同一天舉行，現暫定為 201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
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詳情再議。
3.2

申請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方法
有關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如何申請醫療費用：包括特
別醫療器材的費用及殮葬費等：秘書將會發出特別通告
連同申請文件表格上傳協會網頁方便會員參閱。

助理
康樂主任

委員會

秘書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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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陳敬榮 (017L)於 2019 年 4 月 27 日與世長辭，喪禮
已於 5 月 7 日晚在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舉行安息禮拜，翌日下午一時舉行
火化禮。協會已致送花圈吊唁。
會員魯萬鴻(198L) 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與世長辭，喪
禮定於 6 月 2 日(星期日)晚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303 室設
靈，翌日上午舉行辭靈禮，離開萬國殯儀館往歌連臣角
火葬場。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會員關奮圖(551L)於 2019 牟 5 月 3 日去世，他的殯禮會
在 5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3 樓
慈恩堂安排安息禮拜。協會已致送花圈吊唁。
4.2

5.

名譽會長離世
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於 2019 年 5 月 19 日與世長辭，6
月 17 日(星期一) 下午 15 - 22 時設靈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地下《景行堂》，出殯日為 6 月 18 日(星期二)，1130 時
在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景行堂》以神父儀式進行，隨
後會有車安排到鑽石山火葬場火化，英雄宴亦會有車安
排到荃灣南豐中心 4 樓《豐盛酒樓》
。協會將致送花圈吊
唁。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 (星期六) 下午 2 時在香港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19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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