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八/二○二二年度第八屆委員會
第三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二○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五十分
第一組
第二組
地點：
紅磡漆咸道 423-433 號 1 樓 1-5 室 在家以手機 WhatsApp 形式參與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會址）
出席/參與：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陳振威先生
主席(主持會議)
盧應權先生
司庫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顏漢發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陳明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請假：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1 年 4 月 17 日舉行之第三十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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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份收入$100，支出$3,966，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結存如下：
$611,414.05
支票戶口：
$0.00
現金：
$1,000,000.00
定期存款：
總數：
$1, 611,414.05
司庫補充 4 月份收入$100 為 1 位普通會員鄭向華(190)
2021-2022 年度會費，而支出之$3,966，除$20 銀行戶口郵
寄月結單費用外，包括花圈三個 (每個$350)敬輓離世會
員黃煜智(135L)、會員鄭兆豐(027)和聯繫會員范永釗
(A052)、購買會所領帶一條$135 給後補委員陳明為會服
用、代支電腦顧問 6 個月服務費$1,800 和支付倫敦大酒樓
10 位(7 位委員+ 3 位核數組成員)委員會例會午餐費用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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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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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司庫

福利組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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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康樂主任 20-4-2021 梁樹琦(004L) 黃衍(006L)
至
張黃潔冰(519SL) 盧秀蓮(569SL)
15-5-2021 鄭紹琼(660SL) 葉奕忠(161L)
聯系會員 潘錫祥(A27)
徐碧群(A81) 冼福有(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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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和秘書於 2021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
副主席
出席在荔枝角懲教署職員會所會議室舉行之上述第 63 次
秘書
座談會，報告如下：
(a)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 於 2021 年 3 月開始檢討為現職/退休
公務員提供的中醫服務， 期望由現時 2 間設在(東區
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荃灣仁濟醫院) 擴展至 16 間
中醫診所。另外，政府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開始資
助居粵港人可往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覆診，代替返回香
港醫管局醫院覆診：據⎾公務員事務局⏌ 副秘書長(2)
黃珮雯回應⎾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的查詢時
表示，在這新措施下獲豁免繳交¥100-當地診金者，
包括居粵的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但前提是覆診
期須介乎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包
括藥費的總資助額上限是¥2000-。
(b) 下次會議
暫訂於 2021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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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兒科及眼科醫生提供優惠會員【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康樂主任報告經初步接洽相關醫務機構及分析，康樂組認
為本會現在及將來都不宜將任何私家醫療服務或商品推
介給會員，但會繼續轉介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有關資訊
給會員參考。而其他委員有不同意見，認為由聯會提供給
我們的資訊是供我會委員及會員參考的，接受與否是其個
人的自由，爭取更多的優惠福利給會員是協會的宗旨，另
一方面相信會員亦會聰明地衡量選擇。委員會決議落實轉
介收到的任何類型商界優惠給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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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主任

[會後備註：康樂主任就 2.5 項的決議案表示反對立場不
變，決定日後不負責跟進任何類型商界優惠。]
2.6

2.7

探討改善聯繫會員可享福利【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經討論，各委員一致贊成其可享福利維持不變，如旅遊、
聚餐等提供某比例的價錢優惠，另可享受與普通會員一樣
的商界優惠，而協會亦會致送花圈敬輓離世之聯繫會員。

委員

完善會章【上次會議記錄 4.3 項】
有關主席在上次會議提議在「六 、會員大會」一節末，添
加(子)缺席會員可透過電話通知秘書授權另一出席會員提
出議案一事，他透過 WhatsApp 話：「關於授權，我見到
好多會，包括係業主立案法團之業主大會都有授權其他會
員幫手去出席投票為他們發聲。如有些不能出席大會之會
員可委托其他出席會員為他們提出意見或為他們發聲，這
以往未發生過事情，想話做到完善的會章，並希會章包羅
萬有，並藉此運動把會章寫得完善一些，希各委員考慮。」
出席會議之 6 位委員經詳細考慮後，應為不須要在會章
「六 、 會員大會」一節末添加(子) ，主席認同。此項作
結。

3.

新議事項
沒有。

4.

其他事項
4.1 電話慰問新安排
康樂主任表示由本月 16 日開始，助理康樂主任將負責安
排以電話慰問沒有使用電子通訊會員並於每月例會向委
員會彙報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舉行。
地點：九龍紅磡漆咸道 423-433 號怡輝大廈 1 字樓 1-5 室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會址）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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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