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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二六年度第九屆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分至三時三十五分 

地點：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出席: 盧應權先生 主席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黃大勤先生 司庫   

 李復華先生 助理司庫   

 王奉岐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李文烈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周永權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陳振威先生 委員 張君樂先生 委員 

 薛子龍先生 委員 蘇紹霖先生 委員 

 王志明先生 委員   

列席： 郭至强先生 後補委員   

 黃潤初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梁偉雄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只出席核數工作) 

 王沛林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2 年 12 月 17 日舉行之第三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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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收入$500.00，支出$7,759.00，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588,955.66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588,955.66 

 
 

  而支出之$7,759.00 是 - 

(a) 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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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銀行戶口轉簽名行政費用$250.00 

(c) 秘書購買影印機@2088.00 及保用證@375.00 共

$2,463.00； 

(d) 司庫做電子印章４個@152.00 及影印紙 36.00 共

$188.00 

(e) 致送花圈 1 個 敬輓會員林錦成先生(065L) 費用

$400.00； 

(f) 委員會服加大碼 6 位 X 90.00 共$540.00 

(g) 例會在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午餐，共有委員 10 位共

餐費$898.00; 

(h) 支付梁景俊電腦支援本會網址於 1/23 至 6/23, 

$500.00X6 共$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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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康樂/福利組於 5-12/1 期間以電話慰問了以下 20 名會員： 福利組 

  蒙柏全（548L）； 何經世（048L）； 何港生（049L）；  

  譚超群（114L）； 梁佑任（147L）； 許惠冰 (181L）；  

  洪觀發（054L）； 黎盛南（064L）； 劉學賢（068L）；  

  劉  威（183）； 劉永根（070L）； 李楚奇（072L）；  

  李伯亮（075L）； 梁漢光（168L）； 連煥華 (090L）；  

  羅紹雄（091L）； 雷振成（092L）； 吳志偉 (099L）；  

  吳仲才 (101L）； 彭紀漢 (104L)  。   

 

 

 除了兩名正入住安老院，一名出现腦退化外，其他則大致

健康，由於私隱，詳情不便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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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秘書和委員陳振威於2023年1月4日(星期三) 下

午代表協會出席在警察體育遊樂會-怡逸軒酒樓舉行之上

述第 71 次座談會，秘書匯報有關事項如下： 

 

副主席 

秘書 

陳振威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席上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退休組) 潘志明報告有關針對

目前缺乏牙醫提供若干服務的短、中、長期策略。 

 

    

  短期策略  

  (1) 私營牙科診所提供外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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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醫療方面，因「醫管局」缺乏眼科醫生，若由私營

市場的眼科醫生協助執行「白內障手術」，以政府資源津

貼手術费用； 

 

  (3)由私營市場的牙科醫生協助執行洗牙服務，公務員就診

後以「發還款項」的方式報銷； 

 

  (4)借助輔助醫療人員「牙科治療師」的支援。  

    

  中期策略  

  (1) 容許牙科治療師在政府的牙科診所進行及補牙工作以

應付牙醫短缺的問題； 

(2) 應由政府牽頭，與提供課程的大學、院校、治療機構

商討，如何每年遞增牙醫、牙科治療師以應對日後專

材流失的情況。 

 

長期策略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於 2022年 11月 11日出席立法

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表示： 

a) 建議立法引入本地培訓的牙科醫生及護士，解決牙科

人手不足問题及 

b) 立法要求合資格醫護人員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

期。 

「聯席」認為上述兩點均屬前瞻性的正面方法，期望立法

會能通過相關條例。 

 

    

  聯席春茗聯歡晚會  

  聯席春茗聯歡將於 202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 在西洋菜街

北/界限街警察體育遊樂會怡逸軒酒樓舉行，歡迎各委員參

加。每位收費$350.00。 

 

    

 2.5 康樂/福利小組第 2 次會議【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康樂/福利组於 12 月 19 日召開第 2 次 WhatsApp 小組會

議，各人就(1)加强會員福利；及(2)調整會員優惠，委員

會務支出等項目達成初步共識，下次會議才作出建議給委

員會討論。 

康樂主任 

    

 2.6 檢討 2022－2026 年度第九屆委員會委員職務範圍 

【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與會者通過第九屆(2022－2026)委員會委員職務範圍，秘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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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將安排上傳協會網頁。此項作結。 

    

 2.7 2023 年新春聯歡會【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有關於 3 月 23 日(星期四) (農曆閏二月初二)在旺角倫敦

大酒樓五樓舉行之癸卯年新春聯歡晚宴，暫訂 33 圍，每

圍為$4,080 元，安排如下： 

 

  事前準備工作：  

  1. 發邀請咭 - 部門 CS & above、SS(SA) 、S(SR) 、

ADC、SI (SR)、EO(SR) 、Insp(Function) 、CCO(SR) 、

名譽會長、各工協會、退休紀律部隊協會正副主席、

協會友好、等等。發咭日期：2 月 6 日 

2. 發信給會員，日期：2 月 23 日 

3. 編排座位表 (貴賓長檯) 

4. 貴賓名牌、襟花(主禮嘉賓) 

5. 召募工作人員 - 司庫黃大勤 

 

  當晚分工如下：  

  大會司儀：助理秘書李文烈、會員蔡就生  

  接待處：委員張君樂、蘇紹霖  

  賀禮處理：助理秘書李文烈、委員王志明(登記及記錄)  

  席費處理：司庫黃大勤、助理司庫李復華、委員薛子龍  

  12 份枱獎(待訂)：手錶 1 份、罐裝蛋卷 2 份，超市禮券(面

值$50) 2 份 及 $20 利是 7 份) 

 

  禮品安排：助理秘書李文烈、委員王志明 

卡拉 OK ：助理康樂主任、會員蔡就生 

 

  義務攝影：會員吳旭群、陳佑強和朱偉忠  

  訂購紅白酒：(紅酒 10 打) 委員陳振威  

  購買威士忌 8 支、蘇打水、小食：主席/司庫  

    

   節目表  

  6:30 酒會  

  7:30 入座  

  7:45 主席致歡迎詞、主禮嘉賓致詞、合照(主禮嘉

賓+委員) 

 

  8:00 抽枱獎  

  8:05 晚宴開始 (席間卡拉 OK)  

  8:30 羹後由主禮嘉賓帶領委員上台祝酒  

  9:00 幸運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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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晚宴完畢  

    

3. 新議事項    
  無。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蒙柏洪 (097L)於 2022 年 12 月 28 日與世長辭。喪禮

已於 2023 年 1 月 13 日下午 2 時在東區醫院主座地庫 2 樓

永寜軒出殯，靈柩隨即移往歌連臣角火葬場火葬，其家人

表示協會毋須致送花圈吊唁，協會亦表達對辭世者家人深

切慰問。 

 

    

 4.2 審批 1 位永久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海關退休人員 STCO 呂偉明先生(944L)申請

成為本協會永久會員。 
 

    

 4.3 國際海關節酒會  

  主席將於 2023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部

門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之 2023 年國際海關節慶

祝典禮。 

 

    

5. 下次會議  

 日期：2023 年 2 月 18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地點：暫定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秘書 

 

2023 年 1 月 16 日 

 

 

 

 

 

 

 

 

  

 

秘書：王奉歧  主席：盧應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