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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第三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四時十五分至六時三十分

第一組 第二組

地點： 紅磡漆咸道 423-433 號 1 樓 1-5 室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會址）

在家以手機 WhatsApp 形式參與

出席/參與： 陳振威先生 主席(主持會議)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盧應權先生 司庫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顏漢發先生 康樂主任

陳明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梁亦尊先生 委員

列席： 王志明先生 會員

請假：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徐威俊先生 委員

朱廣鴻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1 年 6 月 19 日舉行之第三十二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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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收入$1,500.00，支出$451.60，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612,190.45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612,190.45

司庫補充6月份收入$1,500為3位永久會員陳潤植(912L)、
劉鎮坤(913L) 和黃金星(914L)入會費，而支出之$451.60，

除$20 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外，是支付第三十二次委

員會例會午膳(7 位委員)費用$4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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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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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組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梁亦尊 11-7-2021 姚載仁(454L)
康樂主任 15-7-2021 陳貴天(301L) 霍顯源(046L)

李楚奇(23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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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司庫及康樂主任於 2021 年 7 月 7 日(星期

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荔枝角懲教署職員會所會議室

舉行之上述第 64 次座談會，報告如下：
(a)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自 2021 年 3 月開始為現職/退休公務員

提供的中醫服務檢討仍在進行，已收到的調查問卷約

有 8,900 份，但問卷只派予到診的現職/退休公務員，

而跟據調查顯示，大部分社會人士均對中醫服務不感

興趣，跟據 ⎾退休公務員醫療聯席⏌ 代表潘志明透露，

位於將軍澳的一所新建中醫醫院未來將會交予浸會大

學跟據⎾私人醫療條例⏌ 經營， ⎾退休公務員醫療聯席

⏌對此安排恐有不利因素引至影響到未來現職/退休公

務員的醫療福利保障及權益，為此 ⎾退休公務員醫療

聯席⏌ 將擬一信致⎾特首辦⏌ 及⎾公務員事務局⏌ 問明

境況及表達憂慮。
(b) ⎾聯席會議⏌的活動

大嶼山望東灣兩日一夜渡假營，因負責人⎾廉退⏌ 許家

民膝蓋手術後不宜遠行，待其康復及⎾限聚令⏌ 放寬後

至九月再議。
(c) 下次會議

暫訂於 2021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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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3. 新議事項

3.1 2021 年周年會員大會 委員會

委員會通過舉辦 2021 年周年會員大會並確定大會議程安

排如下:

(一) 暫定於二Ｏ二一年十月下旬舉行兩年合併之周年會

員大會

(二) 主席匯報過去兩年的會務及未來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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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省覽及通過二Ｏ一九/二Ｏ二Ｏ及二Ｏ二Ｏ/二Ｏ二一

年度財務報告

(四) 確認 2020-2022 年度名譽會長名單

(五) 通過完善會章建議

(六) 其他事項

其他詳細情形下次會議再續。

3.2 完善會章

在今年舉辦之周年會員大會上，其中一議程是通過由會員

李煥華修改協會章程之提議，主席建議藉此機會，加插會

章予委員會權力可隨時調整委員會成員的法定人數。他請

各委員仔細研究及考慮此建議，下次會期詳細討論。

4. 其他事項

4.1 核准 1 位永久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 1 名海關退休人員黃金星先生(914L)申請為本

協會永久會員，秘書稍後將去信連同收據知會該會員的會

籍生效日期為今年 9 月 21 日。

4.2 疫情暫緩恢復正常例會開會形式
委員會通過下次例會將回復疫情前正常會議面對面形式
舉行，同時不再設手機 WhatsApp 會談會議，各委員敬請
依時出席。

4.3 會員離世 福利組
退休高級關員蕭炳添(641L)於 7 月 15 日早上因病離世，現
跟進中，後事日後公佈。
[會後備註：助理司庫報告喪禮定於 8 月 8 日下午 4 時在大
圍寶福紀念館四樓 4H 妙真堂設靈，翌日上午 10 時大殮，
隨即出殯，靈柩奉移到大圍富山火葬場火化。協會將致送
花圈吊唁。]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地點：紅磡漆咸道怡輝大廈 1 樓 1-5 室香港海關關員工會會址。
秘書

2021 年 8 月 28 日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