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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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六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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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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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衍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兩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六年八月十三日之第二十二次會議及二○一

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次特別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項】  
  司庫報告 2016 年 8 月份內收入 $97,620.00，支出

$137,935.9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414,352.98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414,354.38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家訪會員。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致電慰問。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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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 暨 香港各退休公務員協會 

聯席會議【上次會議記錄 2.4項】 
  正、副主席於 2016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

席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39次座談會，主

席匯報聯會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主席 

副主席 

  2.4.1 聯席會議召集人  
   由於退休公務員會拒絕出任 2016-2017年度之聯席會

議召集人，故由下一輪值之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

接任。 

 

  2.4.2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自助午、晚餐優惠  
   在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聯繫下，安排各會派兩名聯絡

人直接與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行政助理經理呂子恆先

生聯絡有關優惠事宜，本會之聯絡人康樂主任和助理

康樂主任將跟進。 

 

  2.4.3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6年 11月 2 日(星期三)在紀律部隊人

員康樂中心舉行，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 
 

    
 2.5 18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5項】  
  有關 8月 18日(星期四)在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

之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已完滿結束，是晚筵開 37
席，獲大致好評。司庫報告收支如下： 

 

  (a) 支出 $130,325.40  
  (b) 收入(包括席費及會長及嘉賓贊助) $93,820.00  
  (c) 協會補貼 (c) = (a) – (b)  $36,505.40  
      
  助理司庫補充當晚出席人數共有 443位，出席會員及人士

之席費為$47,620。此項作結。 
 

    
 2.6 會員資料更新【上次會議記錄 2.6項】  
  與會者贊同購買一部千多元之過膠機用來自行製作有相片

之新會員証。 
秘書 

助理秘書 
    
 2.7 本年度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 【上次會議記錄 2.8項】  
  有關於 2016年 11月 11日(星期五) 舉行之第二十一屆退休

公務員「東龍島及鯉魚門」旅行，本協會有 33人報名參加，

包括 7位委員。由助理康樂主任負責帶領。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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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8 香港海關周年餐舞會【上次會議記錄 2.9項】  
  有關邀請協會名譽會長/配偶出席今年部門於11月18日(星

期五)在香港會展舊翼舉行之周年晚宴，主席繼續跟進。 

主席 

    
 2.9 招募義工【上次會議記錄 2.10項】  
  有關協助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招募 30名義工於今年 11月

10 日至 14 日在赤鱲角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3 千至 5 千人

之五天獅子會大會擔任出席人士入埸證檢查工作一事，主

席繼續跟進。 

主席 

    
 2.10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 【上次會議記錄 3.1項】  
   定於 10月 27日(星期四) 假九龍旺角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

之 2016年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聯歡晚宴，屆時康樂主任

將到酒樓商議菜單，每席為$2,500，會員大會及同樂日通

告將 2016年 10月 6日連同秋季旅遊通告一起發出。 

康樂主任 

    
3. 新議事項  
 3.1 秋季旅遊  
  康樂主任從達美旅遊取來 4 個團種給與會者考慮及選擇，

經討論，議決如下： 

康樂主任 

  團種： 「崖門海戰旅遊區、台山、古勞水鄉、鶴山」 
純玩 3天團 

 

  參考團費： $698  
  出發日期： 2016年 11月 20日(星期日)  
  每位團費： (1) 會員/配偶 $600  
  (未包小費) (2) 聯繫會員/配偶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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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0月 6日  
  截止報名： 2016年 10月 22日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永遠會員劉冠明(069L) 於今年 8月下旬與世長辭，喪禮已

於 9 月 11 日晚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追思禮，翌日上午

出殯。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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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2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與秘書將於 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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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周年聯歡晚會。 

 

    
 4.3 審批聯繫會員申請  
  與會者一致同意接納以下人士之申請為本協會聯繫會員：-  
  申請人 年齡 背景 推薦會員  
  顧可偉先生 66 退休航空公司經理 陳振威  
    
 4.4 新界公務員診所搬遷安排  
  協會剛收到衛生署署長便箋通知將於2016年10月11日(星

期二) 遷往新界答荃灣青山公路 115 號葛量洪夫人健康院

地下，而診所的預約電話(2428 8309) 、查詢電話(2422 
7911) 、診症時間及電話預約時間將維持不變。該便箋將

安排放上協會網頁，給會員參閱。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6年 10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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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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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9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