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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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五分至四時

地點: 基於疫情仍然嚴峻，是次例會改以手機 WhatsApp 形式進行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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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顏漢發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沒參與者: 朱廣鴻先生 委員(因他的手機未有安裝 WhatsApp)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二○年十月十七日舉行之第二十四次會議記

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在 2020 年 10 月份收入$500，支出$20，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592,378.68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 592,378.68

司庫補充 10 月份收入之$500 為 1 位新入會永久會員入會

費，而支出之$20 是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

司庫續報協會$1,000,000 定期已於今年 11 月 19 日到期，

而他已於 11 月 13 日到長沙灣廣場匯豐銀行中小企中心辦

理續期一年，因該中心比其他銀行分行利息較高，年利率

為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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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峻，福利組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福利

探訪。

福利組

2.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2020 年 11 月 3 日司庫電話慰問住院的副主席；11 月 9 日

助理司庫電話慰問剛離世會員(169)李沛霖太太；及 11 月

11 日至 13 日期間康樂主任致電慰問會員李蔭寧(089)、李

楚奇(072L)、霍顯源(046L)、陳劍雄(008L)、陳平(022)及鄧

牛(15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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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項】

主席和司庫於 202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 下午 5 時代表協

會出席在尖沙咀漆咸道南 17-19 號帝后廣場 1 樓龍圖閣海

鮮飯店舉行第 61 次會議及後晚飯，主席匯報如下：

(1) 在今次會議上，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退休組) 謝志

光從香港廉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吳炳國接任「聯席

會議」召集人，為期 1 年。

(2) 有關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事宜，懲總潘志

明報告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於今年 7 月 3 日

去信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教授查詢 18 區中醫

門診診症額，於 8 月 5 日只獲回覆過往 3 年之求診

人次，將繼續跟進。

(3) 香港政府華員會退休公務員分會區英俊報告雅居樂

地產公司在肇慶市鼎湖區山腳鄰近高鐵站發展之香

港城大型屋苑已提早發售，因疫情不能前往參觀樣

辦房，故此華員會退出參與，不再跟進。

(4) 建議「聯席會議」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舉辦

東涌、梅窩本地一天自遊行，歡迎各友會參加，邀

請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李光明安排行程。

(5) 下次會議將在 2021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20

分在九龍美孚懲教署職員會所舉行。

正副主席

秘書

[會後備註：就上述 2.4(4)，至 11 月中，有 54 人報名，已

告額滿。本協會有 8 位會員和家屬報名參加。]

3.1 2020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3. 新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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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疫情仍然嚴峻，故繼續延期舉行。

負責人

3.2 2021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招募

康樂主任提名會員李煥華 (362L)、陳兆安(525L) 和周永權

(732L) 出任 2021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獲委員會通過。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李沛霖(169) 於 2020 年 11 月 7 日與世長辭。喪禮定於

11 月 26 日在大角咀九龍殯儀館 201 房設靈，翌日上午十

一時大殮，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4.2 以電子通訊發佈會員逝世消息

經討論，與會者同意以電子通訊發佈會員逝世消息，但 –

(1) 在收到某會員逝世消息，必須首先消息來源並確認真

偽；

(2) 在向其家人致以慰問同時，諮詢對方是否願意通知其

他會員或海關部門；及

(3) 如家人需要，協會可提供適切可行協助。

4.3 名譽會長捐贈

協會於 2020 年 11 月 20 日收新任名譽會長柯耀華先生之

($20,000)捐贈，捐贈總額增至$300,000。

4.4 核准 1 位永久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 1 名海關退休人員(許偉明先生 906L)申請成為

本協會永久會員。

4.5 香港海關學院督察及關員基本訓練課程結業會操

主席將於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下午3時出席香港海關

學院舉行之第125至128屆督察基本訓練課程暨第467至470

屆關員基本訓練課程學院結業會操。

4.6 協會Christmas E-Card設計樣式

委員會一致同意由助理康樂主任負責跟進設計，落實後

供協會使用。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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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5. 下次會議日期

基於疫情仍然嚴峻，下次例會仍以手機 WhatsApp 會議形式於

202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進行。

秘書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20 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