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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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三年一月十二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五時三十分至晚上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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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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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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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席者: 吳仲材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袁大來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陳先競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二年十二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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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 12 份內收入$2,450.00，支出$ 
10,028.10，至 12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08,546.46 
儲蓄戶口： $5,053.32 
現金： $ 56.8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313,6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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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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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譚金球於 2013 年 1 月 11 日致電慰問會員何衍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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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主席與委員譚金球和黃衍於 2013 年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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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樂酒店自助餐五折優惠會員 

現正與百樂酒店磋商簽協議優惠會員自助餐

五折。 
(2) 會見現任行政長官 

秘書方正中先生收到行政長官梁振英回函稱

他已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於 2013 年 1
月 30 日與各協會主席午餐會面，詳情秘書日

後通知。 
(3) 「部門互訪」 - ICAC 總部 

建議參觀 ICAC 總部，香港廉政公署退休人員

協會將跟進。 
(4) 香港退休公務員福利聯誼會改名 

香港退休公務員福利聯誼會已改名為「香港退

休公務員會」。 
(5)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 2013年 3月 13日(星期三) 中午

舉行，地點待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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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賀名譽法律顧問鍾沛林律師、協會好友劉漢華先生

及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獲勳之「會長之夜」已完滿結

束，當晚筵開 3 席，氣氛十分好。席費共$8,150。此

項作結。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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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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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樂主任報告他收回愛遊假期

退回 65 和 70 歲參加者之景點入場優惠費用，共

¥5,070，即港幣 6,337，已存入協會戶口。經討論，與

會者通過不須要個別發還參加者，理據是協會已補貼

每參加者之團費，或作為協會行政費之用。 
此項作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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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滿結束。協會支出$13,000。此項作結。 
 

 
2.8   2013 年新春聯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錄 3.1 項】 

有關明年 2 月 26 日在九龍旺角彌敦道倫敦大酒樓舉

行之新春聯歡晚宴，通告將於 1 月 28 日發出，截止

報名日期為 2 月 21 日。菜單已被通過，每席$2,780。 

委員會

 
2.9   提醒會員繳交 2013-2014 年度會費 【上次會議記錄 3.3 項】 

秘書報告「提醒會員繳交 2013-2014 年度會費」信件

將於 1 月 28 日與新春聯歡晚宴通告一齊寄出。 
秘書

 
2.10  2013 年度活動建議 【上次會議記錄 3.4 項】 

康樂主任補充他在上次會議建議之 2013 年度活動之

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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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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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秋季旅行 山水觀光 

3 至 4 天遊 

10 月 28 日 會員周年大會 

暨同樂日 

北角馬寶道 
金龍大酒樓 

此項作結。 
 
 



 4

負責人 
 
3. 新議事項  

3.1   春季旅行 
康樂主任從《愛遊假期》取得以下 2 個行程及團費資

料給與會者參考： 

建議 團種 團費 
(1) 超豪雙五星「清遠恆大+君源鉑爾

曼酒店」第八屆嶺南禾雀花觀賞節

純玩美食 3 天團 

$1,398 

(2) 「肇慶星湖大酒店」、「沙田水鄉」

&「叱石禾雀花奇觀」純玩美食 3
天團 

$1,188 

經考慮，大多數與會者揀選第(1)建議。出發日期為 4
月 8 日(星期一) 。康樂主任將與愛遊假期商討細則。 康樂主任

4. 其他事項  

4.1 國際海關節 2013  
正副主席、康樂主任和秘書將代表協會出席部門於二

○一三年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在香港海關高級官

員會所舉行之國際海關節。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將於二○一三年二月二十三

日(星期六) 下午二時在九龍彌敦道 612 號倫敦大酒樓舉行。 
秘書

 
 
 
 
 

秘書：盧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三年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