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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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分至四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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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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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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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19 日舉行之第二十六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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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收入$500.00，支出$20.00，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614,590.05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614,590.05

司庫補充 12 月份收入之$500 為 1 位新入會永久會員(馮
麗卿 909L)入會費，而支出之$20 是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

費用。

而有關 2020-2021年度頭 3 個月(2020年 10-12月)之協會

賬目核數事宜，司庫邀請 3 位核數小組成員李煥華先生、

陳兆安先生與周永權先生於 1月 16日上午到來樂富食棧

酒樓進行，過程順利，賬目核實無誤，但協會要修訂協

會章程英文版本第五段(乙) 之永久會員入會費符合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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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為$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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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致電慰問會員詳情： 福利組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康樂主任 8/1/2021 楊文彬(140L) 、葉奕忠(161L) 、

袁毅（495）、
11/1/2021 吳永泉(237L) 、鄧牛(157L)、冼

柔(108L) 、蕭永基(556L) 、蒙

柏洪(097L)
8-12/1/2021 莫家國(499L) *、陳焯文

(466L)* 、盧德安(806L)* 、繆

龍發(096L)、黄連華(453L)
(備註：*已轉用 WhatsApp 聯絡)

助理康樂

主任
22/12/2020
23/12/2020

葉廣禎(180L) 、高興岱(381L)
郭楊美琪(322L)

24/12/2020 黃信荃(337L)
11/1/2021 陳真念(333L)
13/1/2021 陳貴天(301L)

助理司庫 31/12/2020 剛離世陳偉明(416L)太太

陳偉明(AM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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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和政府維持各項限聚令關係，

「聯席會議」召集人經徵詢各友會負責人後，正式宣佈取

消原訂於 2021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舉行會議安排。第 62
次會議暫訂順延於 2021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在荔枝角懲教署職員會所會議室舉行。

正副主席

秘書

2.5 建議修改協會章程英文版本第五段(乙)【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經討論，議決：由於修改會章沒有迫切性，故委員不應倉

卒決定，但委員應看重這議題積極參與，共同分擔責任，

若靈感一到，應即時將其意見傳到「退休會委員」群組，

由秘書統一，方便各委員共同參與研究。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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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1 發信予「未能聯絡/未有回應的會員」

委員會表示協會現時已多方面與會員聯絡及溝通，委員除

應有責任關顧會員外，亦應盡可能將協會的訊息帶給各會

員，唯部分會員因私人理由或其他原因不予回應，純屬個

人權利，委員通過無須要再發信。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尹康 (126L) 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與世長辭。喪禮定

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香港殯儀館 206 室設靈，翌日出殯，

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另外，會員陳偉明(416L) 亦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與世長

辭。喪禮定於 2021 年 1 月 31 日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3 樓慈

恩堂設靈，翌日上午 8 時進行大殮儀式，協會將致送花圈

吊唁。

4.2 核准 2 位永久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 2 名海關退休人員(馮麗卿小姐 909L 和孫智忠

先生 910L)申請成為本協會永久會員。

4.3 協會農曆新年電子賀卡

委員會通過採用一款由助理康樂主任提供的農曆新年電

子賀卡，預計在 2 月 8 日(星期一)開始使用。

4.4 殉職同袍殯禮

主席在 2021年 1月 13日聯同部門各工/協會主席出席去年

1 月 21 日因公殉職葬在粉嶺和合石浩園的「旺碑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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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進行。

秘書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21 年 1 月 18 日

3. 新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