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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四/二○一八年度第七屆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三時至四時五十分 

地點: 香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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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者: 黃衍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主席建議把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之第一次會議記錄第

1.1 段所有出現之「改選」更改為「選舉」，委員會贊同建議

及其後通過是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司庫報告 11 月份內收入$11,330.00，支出$14,310.10，

至 11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31,138.32  

   現金：    $16.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31,154.72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作出福利探訪。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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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助理康樂主任於今年 12 月 10 日致電慰問剛出院之委

員譚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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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項】 
  香港廉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許家民先生建議於 2015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 之聯席座談會會議後舉行 2015 年首

次聚餐，並邀請馬志堅老師餐前講述《羊年運程》。 

地點：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席費：每位$250。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參加聚餐。其他協會參加人數有：

入境 2、廉政 12、懲總 6、退公 10 和義務秘書 1。共

34 人。 

 

    
 2.5 續任及新任 2014-2016 年度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3.5 項】 

  至今還未收到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和王文漢博士之贊

助。主席將繼續跟進。 

主席 

    
 2.6 2014-2015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 【上次會議記錄 3.8 項】  

  秘書已於 12 月 19 日發信邀請會員陳耀華、顏漢發及

馮棨洪出任 2014-2015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及出席 2015

年 1 月 17 日之委員會會議。此項作結。 

 
 

    

 2.7 2015 年新春聯歡晚宴暨第七屆委員就職典禮 

【上次會議記錄 3.9 及 4.1 項】 
  秘書呈上有關上述活動之邀請咭和會員通告草稿給委

員參閱，稍作更改後敲定。主席將邀請海關關長張雲

正太平紳士蒞臨主禮。 

秘書 

主席 

    

 2.8 部門義工 - 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 【上次會議記錄 3.10 項】 

  主席收到部門電郵通知有「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義

工計劃將於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行。現時已有主席、

助理康樂主任、助理秘書及會員陳漢民負責担任。助

理康樂主任將繼續向本會會員招募。 

主席 

助理 

康樂主任 

    

 2.9 會訊 【上次會議記錄 4.2 項】  

  今期會訊將連同新春聯歡晚宴暨第七屆委員就職典禮

通告一齊發出。 

主席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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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10 委員會服檢討 【上次會議記錄 4.5 項】  

  助理康樂主任在旺角荷李活商場找到黑色企領西裝

「中山裝」全套連恤衫$570，而單件上衣為$300-$400，

褲$150。有委員認為在夏天穿起來會太熱，不甚適合，

提案擱置。此項作結。 

 

    

3. 新議事項  

 3.1 委員會職務組別及委員職責  

  除有職銜委員外，其餘 5 位委員將納入康樂及福利組

負責其他一切會務。司庫將繼續負責到海關總部大樓

31 樓職員關係課取信。 

 

    
 3.2 春季旅行 - 建議行程  

  康樂主任已定於明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 舉行春季旅

行，各委員建議行程如下： 

 

   建議行程 和議委員人數  

   江西 2  

   南番順 3  

   台山、恩平 1  

   珠海橫琴長隆國際 6  

   潮州、汕頭 8  

   天津青島 4  

  康樂主任回應因參加人數眾多，上述有某些行程會有

技術性問題，例如機位和酒店房間數目等等安排。他

將到旅行社取 3 個行程待下次會議才議定。 

康樂主任 

    
 3.3 各項收費及津貼金額調整建議  

  康樂主任建議調整會員優惠、委員津貼及會費。首先，

與會者通過以下調整建議： 

 

   聯歡晚宴席費 2014 年 2015 年  

   普通會員/配偶： $180 $200  

   滿 80 歲普通會員/配偶： 免費 免費  

   聯繫會員/配偶：  $250 $270  

   其他人仕：  $280 $300  

  而其他建議待下次會議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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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加入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  
  主席謂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副

主席周鎮宇曾於今年12月2日致電香港各紀律部隊退
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聯席會議》義務秘書方正中
先生希望他的聯會能成為《聯席會議》成員，作共識
探討。除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反對外，其他協會
贊同。 

 

    
 4.2 伊利沙伯醫院更改電話及傳真號碼  
  協會主席收到公務員事務局來信告知由於伊利沙伯醫

院裝置新的電話系統，由 2014 年 11 月 23 日起，該院

所有以「2958」為首的電話及傳真號碼會改以「3506」

為首。而下列地點之電話及傳真號碼都更改如下： 

 

  G 座造影中心 電話號碼： 3506 5711 

傳真號碼： 3506 5725 

 

  L 座 電話號碼： 3506 6123  
  醫療資料申請辦事處 電話號碼： 3506 8435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5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在香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舉行。 

委員會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4 年 1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