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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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三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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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衍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缺席者： 譚金球先生 委員 剛出院  

 梁亦尊先生 委員 身體不適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七年二月十八日之第二十七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7 年 2 月份內收入$92,290.00，支出

$133,925.0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66,249.88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66,251.28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助理康樂主任於 3 月 13 日前往明愛醫院探望永遠會員

謝金城。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主席於 3月 16日及 17日分別致電慰問委員梁亦尊和委

員譚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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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已於 2017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

會出席在香港金鐘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西翼 5樓 508室

「退休公務員資源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42 次座談會，

主席匯報聯席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主席 

副主席 

  2.4.1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在立法會潘兆平議員協助下及由十多個公務員/

退休公務員團體組成的「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

利聯席」現正爭取在立法會的「公務員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召開聽證會，討論有關簡

化「申請發還款項表格」、更新《標準藥物名冊》

反放寬為公務員/退休公務員而設的 8,000 個磁

力共振限額問題。以下 4 位是代表「聯席會議」

出席「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與其他退

休公務員團體保持溝通：- 

 

   (1)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趙士偉  

   (2)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退休組)屈奇安  

   (3) 香港廉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周興業  

   (4)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退休組)潘志明  

     

  2.4.2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7年 5月 10日(星期三)在政府總部

西翼 5 樓 508 室舉行，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

席。 

 

    

 2.5 (2017)丁酉年新春聯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於今年2月22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新春

聯歡晚宴已完滿結束，是晚筵開 36 席，獲大致好評。

司庫報告收支如下： 

 

  (a) 支出 $124,777.00  

  (b) 出席會員及人士之席費 $48,990.00  

  (c) 會長及嘉賓贊助 $43,800.00  

  (d) 協會補貼 (d) = (a) – (b) – (c) $ 31,987.00  

  此項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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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6 初夏旅行 【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原已決定於 2017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 出發之春季旅行，

康樂主任建議再押後兩星期至 5 月 21 出發，故改為初

夏旅行，由達美旅遊承辦，團種為《美食之旅》「南海、

佛山」純玩 3 天團，團費$918，而是次收費如下： 

康樂主任 

  (1) 會員/配偶  : $800  

  (2) 聯繫會員/配偶 : $870  

  (3) 其他人士  : $918  

  4 月 10 日發通告給各會員，4 月 15 日截止報名。  

  [會後備註：3 月 20 日接康樂主任通知，由於酒店房間

緊張，因此暫不接受其他人士參加。] 

 

    

3. 新議事項  

 3.1 19 周年聯歡晚宴  

  聯歡晚會建議於 8 月 16 日(星期三) 在倫敦大酒樓五樓

舉行，康樂主任負責訂地方。 

康樂主任 

    

4. 其他事項  

 4.1 香港懲教退休人員協會聯歡聚餐  

  正、副主席與秘書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 晚上代

表協會出席香港懲教退休人員協會在尖沙咀國際廣場

26 樓金殿海景宴會廳舉行之第 31 屆周年大會暨聯歡聚

餐。 

 

    

 4.2 審批聯繫會員申請  

  與會者一致同意接納下列人士申請成為本協會聯繫會

員：- 

 

  申請人 年齡 背景 推薦會員  

  陳羨姸女士 69 退休公務員太太 徐威俊  

    

 4.3 海關總部大樓展覽廊義務導賞員計劃  

  部門將向各即將退休同事派發一份參與《海關總部大樓

展覽廊義務導賞員計劃》邀請表格(附件)，並希望把這

張表格加入即將退休同事其他資訊內。就此事，主席曾

於 2017 年 3 月 9 日用 WhatsApp 向各委員諮詢，而在

是次會議上亦獲一致同意，主席將回覆部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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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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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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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