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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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五年八月十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三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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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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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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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者： 陳振威先生 主席 

 張仔先生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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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七月十八日之第九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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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內收入 $100.00 ，支出          

$ 2,341.0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35,095.3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35,096.72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主席於 8 月 6 日到伊利沙伯醫院探望會員林筍悠。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副主席於 8 月 4 日致電慰問會員李楚奇。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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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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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與委員譚金球將於 201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

出席在百樂酒店舉行之上述第 33 次座談會會議，會後再

由主席匯報有關事項。 

主席 
副主席 
譚金球 

    
 2.5 春季旅行 (6 月 1-3 日) 及本地一天遊 (5 月 18 日) 

【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和 2.6 項】 

  

  司庫報告以上兩次旅行活動，協會一共補貼了$22,221。
此項作結。 

司庫 

    
 2.6 17 周年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有關於 8 月 19 日(星期三)在九龍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

5 樓舉行周年聯歡晚宴，康樂主任報告暫已有 36 席，要

到下星期一才能確定席數。委員及工作人員在當日下午

12 時半酒樓 3 樓茶聚，委員服裝隨意，而當晚細節有待

主席安排。 

康樂主任 

主席 

  在當晚助理康樂主任將安排工作人員協助會員填寫《補

充/更新會員個人資料表》及拍個人照片。 

助理康樂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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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第七次會議記錄第 2.7 項】 

 

  康樂主任匯報有關上述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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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咀村及有機農莊  
  團費： 退休公務員每位$110，而同行人士每位$153  
  屆時，助理康樂主任與委員譚金球負責安排報名參加此

活動。 

 

    
 3.2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  
  康樂主任建議於 2015年 10月 28日(星期三) 在香港海關

高級官員會所舉行。藉在當日下午，助理康樂主任建議

安排會員參觀香港海關總部大樓。康樂主任將負責向海

關高級官員會所訂會場及自助餐。詳情下次會議再作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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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3.3 秋季旅行  
  康樂主任宣佈今年秋季旅行定在 11 月 16 日(星期一) 舉

行。他取了下列團種給與會者選擇： 

康樂主任 

  旅行社 團種 預算團費  
  達美旅遊 珠海長隆、東莞 純玩 3 天團 $1,200  
  達美旅遊 開平、恩平溫泉 純玩 3 天團 $900  
  愛遊假期 珠海長隆、東莞 純玩 3 天團 $1,200  
  愛遊假期 佛山、東莞石碣 純玩 3 天團 $1,000  

  結果，大多數與會者揀選「開平、恩平溫泉」和「佛山、

東莞石碣」行程。康樂主任將與旅行社接洽。 
 

    
 3.4 協助保良局在協會網頁推廣寄養服務  
  秘書於 8 月 5 日收到保良局社工王姑娘(電：2277 8434 & 

email：wy.wong@poleungkuk.org.hk) 來電稱保良局現正進

行推廣寄養服務，為 18 歲以下、缺乏家庭妥善照顧的兒

童/青少年，提供家庭式住宿服務，使兒童/青少年能在

安全及備受關愛的家庭環境下生活，身心得全面發展。 

該局寄養服務現正招募港島區（香港島、東涌及離島）

的寄養家庭，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

庭。就此事，她請求本會協助保良局把有關寄養服務海

報放上本協會網頁供會員參閱。經討論，請求獲得通過，

助理秘書將安排上網。為期 3 個月。 

 

    
4. 其他事項  
 4.1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聯歡晚會  
  副主席與秘書將於8月 28日(星期五) 代表協會出席香港

海關人員總會在北角英皇道 438 號富臨皇宮舉行 20 周

年暨第 11 屆理事就職典禮聯歡晚會。 

副主席 

秘書 
 

    
 4.2 澳門海關(水警)退休人員協會文藝聯歡晚會  
  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將於 9 月 3 日(星期四)假

澳門萬豪軒酒樓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6 周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 16 周年暨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

人員協會 2周年會慶文藝聯歡晚會】，主席、秘書與委員

張仔將應邀出席，船票自備。 

主席 

秘書 

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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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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在香港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秘書 

 
 
 
 
 

秘書：盧應權  副主席：譚錦泉 
 
 
  
 
 
2015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