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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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五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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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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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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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八月十五日之第十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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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內收入$116,660.00，支出          

$ 121,311.7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30,443.6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30,445.02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項】  
  主席和秘書分於 9 月 4 日分別到大埔醫院探望會員黃煜

和。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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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於 9月 2日致電慰問會員劉觀明。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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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年 9月 2日(星期三) 下

午代表協會出席在百樂酒店舉行之上述第 33 次座談

會，主席匯報聯會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2.4.1 「銀髮眼睛明亮保護」講座及晚宴  
   聯會將於 10月 15日 (星期四) 晚上在北角海關

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上述講座

及晚宴，主講嘉賓為視光學專家羅家建博士，席

費每位 HK$250，歡迎各會友向主席(9882 5858) 
報名參加。 

 

  2.4.2 輪席做召集人  
   建議將重新跟以往輪席順序出任召集人，而下屆

召集人為華員會，並將於 11月份會議時由本屆召

集人懲總謝志光移交給華員會區英俊。 

 

  2.4.3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5年 11月 4 日(星期三)在紀律部

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正、副主席、委員張仔、

譚金球及黄衍將代表協會出席。 

 

    
 2.5 17周年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6項】  
  於 8 月 19 日(星期三) 在九龍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 5

樓舉行之 17周年聯歡晚宴已完滿結束，是晚筵開 36席，

獲大致好評。司庫報告收支如下： 

 

  (a) 支出 $117,848.60  
  (b) 收入 $110,150.00  
  (c) 協會補貼 (c) = (a) – (b)  $ 7,698.60  
  助理司庫補充當晚出席人數共有 434 位，269 位是會員

及其配偶，當中有 51位 80歲或以上之年長會員及其配

偶免費參加，而聯繫會員及其配偶有 21位。 
助理康樂主任匯報在當晚工作人員替 132位會員拍下個

人照片日後用來填報《補充/更新會員個人資料表》。 

 

   
 2.6 公務員事務局「第二十屆退休公務員旅行」(11月 13日) 

【上次會議記錄 3.1項】 

 

  有關上述活動將由助理康樂主任與委員譚金球負責安排

會員及配偶報名參加，10月 10日截止報名，10月 16日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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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主任呈交人數給公務員事務局。 譚金球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7 周年會員大會【上次會議記錄 3.2項】  
  大會已定於 2015年 10月 28日(星期三) 下午 6時在香港

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當日在大會前下午 4時半將安

排會員參觀香港海關總部大樓，而在大會後將隨即舉行

酒會及聚餐，7時開席(全包宴每席$2,600)，費用: 會員

$50、其他人事$220。出席酒會及聚餐會員須於十月二十

二日前向指定之委員報名，有關通告將連同其他活動通

告一併在 10月 12日發出。 

 

    
 2.8 秋季旅行 【上次會議記錄 3.3項】  
  由《愛遊假期》舉辦之「西樵佛山星級三天遊」，已定於

2015年 11月 18日(星期三) 出發。細節及安排如下： 

康樂主任 

  每位團費： (1) 會員/配偶 $1,050  
  (未包小費) (2) 聯繫會員/配偶 $1,150  
   (3) 其他人仕 $1,190  
  集合： 上午 9時正深圳福田口岸 

 (乘港鐵落馬洲線) 

 

  預留名額： 120個  
  發信日期： 2015年 10月 12日  
  截止報名： 10月 22日  
    
 2.9 協助保良局在協會網頁推廣寄養服務 

【上次會議記錄 3.4項】 
 

  有關保良局之「推廣寄養服務海報」已於 8月 15日晚上

放上本協會網頁供會員參閱，直至 11月 15日為止。屆

時助理秘書將跟進。此項作結。 

助理秘書 

    
3.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拜訪新任海關關長  
  主席已於 9月 16日去信新任海關關長鄧忍光先生(Mr Roy 

Tang, JP)簡介本會及邀請他為協會當然名譽會長。 

主席建議在舉行本年度周年會員大會那天，即 201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半到海關總部大樓拜訪

新任海關關長鄧忍光先生(Mr Roy Tang, JP) ，獲與會者贊

同，主席將跟進拜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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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事項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4.1 會員離世  
  永遠配偶會員梁玉蘭(為已故蘇鎮寧夫人) 於今年8月中

與世長辭，喪禮已於 9月 13日上午在九龍殯儀館舉行。

協會致送花圈吊唁。另外，會員黎舒 D A Neish亦於今

年 9月 11日離世，喪禮將於 9月 20日上午在九龍殯儀

館舉行。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4.2 香港中華基督青年會焦點小組討論  
  香港中華基督青年會邀請本會會員參加該會在 10月 7日

至 10日期間舉辦之「專業人士」退休生活形態及社會責

任取態研究焦點小組討論，每位完成焦點小組討論之人

士將可獲 HK$200現金劵。邀請信與回條將安排放上本

協會網頁供會員參閱及報名參加。 

助理秘書 

    
 4.3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與秘書已於 9月 18日(星期五) 代表協會出席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在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

級官員會所舉行之 39周年聯歡晚會。 

 

    
 4.4 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第 22屆就職典禮  
  副主席將於9月30日(星期三) 中午代表協會出席香港警

務處退役同僚協會在九龍西洋菜街北警察體育遊樂會 - 
怡逸軒酒樓舉行之第 22屆(2015-2017)就職典禮。 

 

    
 4.5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周年會慶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邀請本會出席該會於今年 11月 16日

(星期一)在九龍灣百樂門國際宴會廳舉行之 37周年會

慶。助理秘書將負責統籌本會委員出席名單。 

助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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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4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在九龍

牛頭角樂華商場 112-113號一樓嘉華大酒樓舉行。康樂主任將

邀請核數小組成員出席。 

秘書 

康樂主任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5年 9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