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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七七七七屆屆屆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三時至四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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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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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列席者 陳耀華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馮棨洪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顏漢發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1.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之第二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4 年 12 月份內收入 $2,500.00 ，支出          

$2,008.5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31,644.8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31,6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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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福利探訪。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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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委員張仔於今年 1 月 6 日致電慰問會員謝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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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於 2015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

席在公務員事務局退休組會議室舉行之上述第 29 次座談

會，會後隨即前往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2015 年首次

聚餐，共有 39 人參加。 

主席匯報會議主要聯會討論事項如下： 

 

  2.4.1 有一聯會欲加入聯席會議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欲加

入聯席會議，但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認為該聯

會是與警務處沒有聯系，而其會員亦並非全屬退休

人員，所以建議聯會先要制定一個機制或者指引厘

清審批準則。 

 

  2.4.2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在紀律部隊人

員康樂中心舉行，正、副主席、委員張仔、譚金球

及黄衍將代表協會出席。 

 

    
 2.5 續任及新任 2014-2016 年度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主席已於 2015 年 1 月 13 日收到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二萬

元贊助之支票。此項作結。 
主席 

    
 2.6 2015 年新春聯歡晚宴暨委員就職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已定於 3 月 3 日(星期二) 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 2015

年新春聯歡晚宴暨第七屆委員就職典禮，康樂主任報告晚

宴菜單每席全包$3,100，通告將於 2 月 9 日連同會訊及春

季旅行通告一齊發出。 

秘書 

主席 

    
 2.7 部門義工 - 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 【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主席收到部門電郵通知有「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義工

計劃於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行。現時已有主席、助

理康樂主任、助理秘書及會員陳漢民負責担任。助理康

樂主任將繼續向本會會員招募。 

主席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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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8 春季旅行 - 建議行程【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有關定於本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 舉行之春季旅行，康

樂主任取了以下 3 個「潮州、汕頭三天團」行程報價給

與會者考慮：- 

 

   旅行社 團費 主要不同要點  
  (1) 愛遊假期 $1,100 2 晚同一間 5 星酒店 

6 正餐+2 酒店自助早餐+2 下午

茶+1 宵夜 

 

  (2) 愛遊假期 $625 2 晚-2 間準 4 星酒店 
5 正餐+2 早餐+2 下午茶+1 宵夜 

 

  (3) 美食之旅 $888 2 晚-新 4 星和 5 星酒店 
5 正餐+2 早餐+2 下午茶+1 宵夜 

 

  最終選了團種(1)愛遊假期$1,100，並通過是次收費如

下：- 
 

  (1) 會員/配偶  : $950  
  (2) 聯繫會員/配偶 : $1,050  
  (3) 其他人仕  : $1,100  
    
 2.9 各項收費及津貼金額調整建議 【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繼上次會議討論有關康樂主任建議調整會員優惠，與會

者通過以下優惠調整： 
 

    2014 年 2015 年  
  周年大會晚餐費    
  � 會員/配偶 $50 $100  
  � 聯繫會員/配偶 無優惠 無優惠  
  旅遊活動優惠    
  � 會員/配偶 團費 15-20% 團費 15-20%(上限$150) 
  � 聯繫會員/配偶 團費 4-5% 團費 4%(上限$50) 
  委員工作津貼    
  � 例會/特別會議茶

點及車馬費 

$60 $70  

  � 收發信件/通告 $50 $70  
  � 福利探訪 $50 $70  
  � 予被訪者手信 $50 $60  
    
  至於會員會費之調整，因必須在會員大會通過及修改有

關會章，故待會員大會前再提出作討論，而聯繫會員會

費之調整認為現階段無必要調整。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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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3.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繳交 2015-2016 會費通知書  
  秘書已備上述繳費通知書，並交由康樂主任安排於 2 月

初發給各普通會員。 
康樂主任 

    
4. 其他事項  
 4.1 訂製協會襟章  
  助理康樂主任建議訂製協會襟章，每個大約$8，用作紀

念品送給每一位會員，與會者暫未表決，待助理康樂主
任先取五仟個和一萬個之報價再作考慮。 

助理 

康樂主任 

    
 4.2 國際海關節酒會  
  主席與秘書將於 201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代表協會出

席部門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之國際海關節酒
會。 

 

    
5.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5 年 2 月 14(星期六) 下午五時在香港北

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舉行。 
委員會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5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