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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八/二○二二年度第八屆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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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應權先生 司庫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者)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顏漢發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請假：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補行委員宣誓儀式

基於在本年 3月 5日舉行的 2019年新春聯歡晚宴暨委員就職

典禮上，副主席因病未能出席，而近日又另有兩位候補委員加

入，所以在是次例會前由主席主持，各委員見証下，替副主席、

委員顏漢發及黃永健補行委員就職宣誓儀式。

2.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九年十月十九日舉行之第十二次會議記錄。

3. 續議事項

3.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項】

司庫報告在今年 10月份收入$45,000.00，支出$7,004.60，
至，月 30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83,532.4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83,5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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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項】

福利組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福利探訪。 福利組

3.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項】

康樂主任在 11月 3日代表協會電話慰問委員朱廣鴻。 福利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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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和委員顏漢發於 2019年 11月 6日(星
期三) 下午 2 時 30分代表協會出席在北角亷政公署總部

大樓舉行之上述第 58次座談會，主席匯報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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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明報告，政府已答

應在明年三月開始提供公務員的中醫服務，首先會在

港島尤德醫院及荃灣仁濟醫院開設。

(b) 會議場地安排

香港亷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吳炳國提議下次開會地

點在亷政公署總部大樓舉行

(c) 參觀本港及內地政府部門機構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趙士偉報告與「中聯辦」商討

過，原先安排定在 2020年 1月 6至 8 日「聯席」成

員到訪國内單位，但由於過去數月的社會動盪事件及

「中聯辦」工作較繁忙，行程安排可能延遲。會後註：

在 11月 20日，趙士偉通知「中聯辦」已替「聯席」

作出安排，日期不變。

(d) 「聯席」成立十周年晚宴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蘇建邦報告，「聯席」成立十

周年晚宴美滿完成，財務簡報：晚宴收入：$28,800-；
晚宴支出：$30,158-；補貼：$1,358-，「聯席」戶口結

餘：$12,140-。
(e) 公務員及退休公務員購買內地樓盤可獲優惠

香港政府華員會退休公務員分會區英俊報告雅居樂

地產公司曾經和華員會開會，雅居樂地產將會在 2020
年開始在肇慶市鼎湖區山腳鄰近高鐵站發展一個大

型屋苑，預算 2021年底落成，其中一個小區的新建

樓宇將命名為香港城，以公務員及退休公務員為目標

客戶，建設銀行會提供六成按揭優惠，詳情會繼續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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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聯席」春茗

預算在 2020年 2月 20日(星期四)舉行「聯席」春茗，

地點為海關總部大樓海關高級官員會所，屆時將會邀

請議員及司局長作嘉賓，籌備事宜由工作小組跟進。

(g)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將於 2020年 1月 15日（星

期三）下午 2時 30分暫定在北角亷政公署總部大樓

舉行

3.5 周年會員大會暨 21周年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有關於 2019 年 10月 30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

行之周年會員大會暨 21周年聯歡晚宴已完滿結束，是晚

筵開 32席(包括 3席以長檯擺設)，獲大致好評。司庫報

告收支如下：

主席

秘書

(a) 支出 $134,331.10
(b) 出席會員及其他人士之席費 $39,650.00
(c) 會長及嘉賓贊助 $70,050.00
(d) 協會補貼 (d) = (a) – (b) – (c) $ 24,631.10
此項作結。

3.6 採用電子通告可行性【上次會議記錄 2.6】
康樂主任報告，自本年 10月起，電子通告已正式實施，

分別由康樂主任、助理康樂主任、助理司庫，委員王奉歧

及梁亦尊等負責管理 A至 E五個通訊小組，現運作順暢，

此項作結。

秘書

4.1 2020年度財務核數小組成員提名

助理司庫報告，會員蘇紹霖(518L)、王志明(863L)、周永

權(732L)及黃潤初(136L)皆表示有意出任來年協會的核

數小組成員，由於核數小組成員為三位，固以抽簽方式

抽出優先順序如下：

第一優先: 黃潤初(136L)
第二優先: 王志明(863L)
第三優先: 蘇紹霖(518L)
第四優先: 周永權(732L)
助理司庫將跟據以上排序再徵詢以上會員出任與否？

[會後備註：11月 26日，助理司庫報告得到會員黃潤初

(136L)、王志明(863L)及蘇紹霖(518L)明確答應出任為

2020年度協會的核數小組成員。]

秘書

司庫

4. 新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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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4.2 2020年度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餐廳會員優惠

康樂主任報告，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餐廳 2020年之協會會
員優惠將會延續，現只候文件確認，康樂主任繼續跟進。

康樂主任

4.3 邀請名譽會長出席部門 110周年晚宴

部門周年晚宴訂於今年 12月 13日 (星期五) 晚上在香港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如往年，主席將邀請下列協會

名譽會長/配偶出席 -

主席

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

名譽會長林靄嫻女士

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王文漢先生夫人

另委員出席者為

主席

副主席

司庫及太太

委員顏漢發

4.4 委員執行會務工作津貼及會員活動優惠檢討
委員會一致同意下列所有於二○一七年九月十六日第七

屆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議決之會員活動優惠及會務

工作津貼現無須變動：

康樂活動優惠
(a) 旅行-會員/配偶 團費 15%

(上限$200)
(b) 旅行-聯繫會員/配偶 團費 4-5%

(上限$50)
(c) 聯歡宴 - 會員/配偶 $230

(80歲以上免費)
(d) 聯歡宴 - 聯繫會員/配偶 $300
(e) 周年大會聚餐 $150

委員會務工作津貼
(a) 例會或特別會議茶點 $90
(b) 文書工作 $80
(c) 福利探訪 $80
(d) 交通津貼 實報實銷

但委員會可應按當時情況審視每一個案並在委員會會議

上作出適當決定。



5

負責人

5. 其他事項

5.1 會員離世

會員唐青傑 (433) 於 2019年 11月 18日與世長辭。喪禮

定於 12月 1日下午 3:30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2樓永康堂設

靈家祭(悼念式)及舉行。翌日上午 11:00大殮，隨即前往

柴灣歌連臣角火化場火化。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5.2 澳門【懲教管理局職工康樂及體育會成立 2周年會慶】

秘書已按主席指示婉拒回覆協會不會有代表出席

5.3 2019年區議會選舉

主席建議各委員應盡力鼓勵各退休同事、家人及朋友積

極參與區議會選舉，同心協力以手中選票守護香港。

5.4 香港海關 110周年香港海關學院開放日暨家庭同樂日

有關 2019年 11月 30 日上午 1130時舉行的香港海關學

院開放日暨家庭同樂日，委員均無暇出席。

5.5 「聯席會議」成員潮汕 3天遊

主席、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聯席會議」成員於 2020
年 1月 6-8日舉辦之潮汕 3天遊，團費暫定為每位$2160-，
委員會通過資助團費津貼每人 50% (即$1.080)。

司庫

5.6 增加協會執行委員人數

在 10月 30日的會員周年大會上，有會員分別提出增加執

行委員人數，分別為增加 0至 4個，委員會議決暫無須變

動。

6.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年 1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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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19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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