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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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六時四十分至七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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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出席核數 馮棨洪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工作及 李換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列席： 梁偉雄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繼任委員就職宣誓  

 會員黃永健(編號 458) 在會議上宣誓成為委員，由主席監誓。  

   

2.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之第三十七次會議記

錄。 

 

   

3. 續議事項  

 3.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7 年 12 月份內收入$7,360.00，支出

$3,214.0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80,642.47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280,6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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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3.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上次會議至今福利組没有福利探訪。 福利組 

    

 3.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康樂主任於 2017 年 12 月 25 日分別致電慰問會員李楚

奇(072L) 和陳慧英(249) 。而秘書於 2018 年 1 月 3 日致

電慰問住院之會員張伯樂(464L)。 

福利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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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於 2018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

代表協會出席在香港添美道政府總部西翼 5 樓退休公務

員資源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47 次座談會，主席報告如下： 

主席 

副主席 

  (a) 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第 46 次會議開始，「香

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會長趙士偉先生已經接任為

這一屆召集人； 

 

  (b) 「聯席會議」已用電郵函達行政長官就第九個醫療

範疇提出建議，那九個範疇是：門診服務、住院、

手術、專科和各種康復/專職治療、檢查、中醫、護

理、牙科服務，2000 年後入職的公務員及其合資格

人士的醫療福利。「行政長官辦公室」回覆會轉達有

關官員跟進； 

 

  (c) 會繼續向公務員事務局反映會議場地擠迫的問題；  

  (d) 已經設立一個電郵地址：- 

(hkrdoandrcsjc@hotmail.com)方便與外界聯絡，應屆

召集人和電郵註冊者潘志明擁有登入密碼； 

 

  (e) 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下午一共 24 人參觀赤鱲角政

府飛行服務隊； 

 

  (f) 於 2017年 12月 6日下午一共 30人出席鍾國宏先生

宴請「林村丁酉年太平清醮齋宴」； 

 

  (g) 各會各自與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聯絡有關延續中菜和

自助餐優惠的安排； 

 

  (h) 「年夜晚宴及戊戌狗年運程講座」定於 2018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分在北角亷正公署大

樓職員餐廳舉行，暫時出席人數約 190 人；及 

 

  (i) 下次會議日期定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下

午2時30分於政府總部西翼「退休公務員資源中心」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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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3.5 戊戌年新春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康樂主任匯報有關 2018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在倫敦大酒

樓五樓舉行之新春聯歡晚宴，菜單仍待安排，每席可能

比往年貴一兩百元，故建議「其他人士」席費由去年$300

加至$330，建議獲通過。其他細節安排，留待下次會議

討論，秘書將於 1 月尾寄出嘉賓邀請咭，而康樂福利組

將於 2 月 1 日把通告連同會訊一齊發出，截止報名日期

為 2 月 28 日。 

康樂主任 

    

 3.6 2018 春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康樂主任稱由於上次會議建議之 4 天廣西「南寧、北海」

巴士團車程太長，恐防有些團友較為辛苦，如乘動車行

程轉接，購買同一班車票有困難，所以建議改為「清遠、

英德美景、美食」純玩 3 天團， 3 月 18 日(星期日) 出

發日期不變，團費$1,050，建議獲通過。通告將連同以

上「新春聯歡晚宴」通告於 2 月 1 日發出。 

康樂主任 

    

 3.7 填補已故委員譚金球空缺【上次會議記錄 3.2】  

  會員黃永健(編號 458) 已於今次會議開始繼任已故委員

譚金球之空缺。此項作結。 

 

    

4. 新議事項  

 4.1 2018 年活動簡介  

  留待下次會議才商議。 康樂主任 

    

5. 其他事項  

 5.1 購買委員會服  

  委員會通過批核不多過$500 給新委員黃永健購買委員

會服深藍色上身西裝一件，實報實銷。 

 

    

6.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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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8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