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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二○一四年度第六屆委員會 

第二十六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二年十二月八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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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華先生  助理司庫 

 盧應權先生  秘書(會議記錄者) 

 徐威俊先生  康樂主任 

 黃大勤先生 助理康樂主任  

 梁亦尊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金球先生 委員 

 張仔先生 委員 

缺席者: 蔡就生先生 助理秘書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二年十一月十日之第二十五次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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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 11 月份內收入$149,630.00，支出

$213,840.10，至 11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16,078.56 
儲蓄戶口： $5,053.32 
現金： $102.8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321,2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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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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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錄 2.3 項】 

康樂主任於 12 月 2 日致電慰問會員顏炎源，事源他

與太太於 11 月 28 日早上，打算乘港鐵至深圳福田

口岸參加協會舉辦之秋季旅行時，在途中發生小意

外，故未能及時參與。已提示可向保險公司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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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與委員譚金球和黃衍於 2012 年 11 月 14 日(星
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百樂酒店舉行之上述座

談會，副主席匯報會議主要討論事項如下： 
(1) 會面現任行政長官 

行政長官梁振英因公務繁忙，無暇與各退休人

員協會主席會面。秘書方正中先生將繼續跟

進。 
(2) 公務員事務局舉辦之「退休公務員旅行」 

各退休人員協會都認為配額太少，故要向公務

員事務局退休組爭取。 
(3)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 2013 年 1 月 9 日(星期三) 中午

在百樂酒店舉行。正副主席、委員張仔、黃衍

與譚金球將會出席。 
 
2.5 「會長之夜」2012 年 12 月 12 日【上次會議記錄 2.5 項】 

秘書報告已取了三個致送給受勳嘉賓之協會盾牌。製

造得非常美觀。主席謂當晚宴會將有 22 位嘉賓出

席，包括現任正副關長、3 名高官及前關長李樹輝先

生。出席委員將穿著會服，七時酒會，八時入席，將

邀請關長張雲正先生主禮致送盾牌儀式。 

委員會

 
2.6   周年會員大會暨同樂日 【上次會議記錄 2.6 項】 

司庫報告此活動協會只補貼了$3,900。委員會贊同此

同樂日值得來年再辦。此項作結。 
 
     2.7   秋季旅遊 【上次會議記錄 2.7 項】 

有關於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由愛遊假期承辦之「湖

南郴州」高鐵 4 天團已完滿結束。各參加者大致上滿

意行程安排。司庫報告協會補貼了$31,315.70。此項

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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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8 部門周年餐舞會 【上次會議記錄 2.8 項】 
有關部門於 12 月 20 日(星期四)在香港會展舉行之周

年餐舞會，協會邀請下列協會名譽會長和律師顧問及

其配偶(共 16 位)出席: 
永遠名譽會長康寶駒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 

名譽會長林靄嫻女士 

名譽會長王文漢博士夫人 

名譽會長劉石達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余啟繁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李鉅能先生夫人 

律師顧問尹學偉先生夫人 
以上貴賓將由永遠名譽會長李偉民先生、正副主席、

秘書及其夫人陪同出席。 

 

 
3. 新議事項  

 
3.1   2013 年新春聯歡晚宴 

明年新春聯歡晚宴將於 2013年 2月 26日(星期二) 農
曆正月十七在九龍旺角彌敦道倫敦大酒樓舉行，已暫

訂 35 至 36 圍。與會者同意席券收費如下： 

80 歲或以上之會員及其配偶免費； 
會員及其配偶每位$180； 
聯繫會員及其配偶每位$250；及 
其他人仕每位$280。 

委員會

 
3.2   2012-2013 年度核數小組成員 

康樂主任建議邀請會員吳仲材先生、袁大來先生及陳

先競先生出任 2012-2013 年度核數小組成員，建議獲

委員會通過。秘書將發委任信給各小組成員，而康樂

主任將致電各成員邀請他們出席下次會議。 

秘書

 
3.3   提醒會員繳交 2013-2014 年度會費 

秘書將發信提醒會員繳交 2013-2014 年度會費。信件

將與新春聯歡晚宴通告一併寄出。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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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4   2013 年度活動建議 
康樂主任建議 2013 年度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 地點 

2 月 26 日 新春聯歡晚宴 倫敦大酒樓 

4 月 8-10 日 春季旅行三天遊 廣東省短線 

6 月中 本地一天遊 (待商) 

8 月 19 日 慶祝協會成立 
15 周年聯歡晚會 

倫敦大酒樓 

10 月初 秋季旅行 (待商) 

10 月尾 會員周年大會 

暨同樂日 

北角馬寶道 
金龍大酒樓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咭隱藏防偽技術 

在上次會議聯系會員歐志榮先生前來介紹他公司的

隱藏防偽技術如何應用於本會之會員咭，並於會後用

電郵向主席報上產品(PVC 卡及紙卡)價目如下 - 
(a) 0.76mm PVC 卡，2000 張為港幣 1800 元（不包括

label)。 
(b) 0.76mm 紙卡，2000 張為港幣 1800 元。 
經討論，與會者認為現時無須要更換防偽會員咭。此

項作結。 
 
4.2   協助會員搬家 

委員譚金球和黃衍將於 2012 年 12 月 11 日(星期二) 
協助會員李仕標搬家。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將於二○一三年一月十二日

(星期六) 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香港北角馬寶道金龍大酒樓舉

行。會後委員會團年飯。 
秘書

 
 
 
 
 

秘書：盧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二年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