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四/二○一八年度第七屆委員會 

第四十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八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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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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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缺席者： 陳振威先生 主席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之第三十九次會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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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份內收入$142,100.00，支出

$12,190.0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81,712.27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81,7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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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會員。 福利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致電慰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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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代表協會出席在金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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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次座談會，副主席匯報

會議要點如下： 

主席 

副主席 

  (a)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仍未有定出接見聯席各代表的

時間表，聯席會繼續跟進； 

 

  (b) 醫管局將在 2019 年開設多一位顧問醫生職位，專

門跟進患糖尿病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c) 眼科專科醫生周伯展樂意為各友會的醫事顧問，提

供收費上優惠，各友會可分別向他聯絡。 

 

  (d) 下次會議日期定於 2018 年 5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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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戊戌年新春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於今年 3 月 8 日(星期四)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新春

聯歡晚宴已完滿結束，是晚筵開 34 席，獲大致好評。當

晚在祝酒前加插一項『由關長頒授卓越導賞員奬水晶奬

座及感謝狀』環節，獲獎會員名單如下： 

 

  獲獎會員 奬狀  

  主席陳振威 卓越導賞員奬水晶奬座 

[自 2015年至今任導賞員累積超過 60次] 

 

  五位會員 

陳漢文、 

湯樹根、 

林志強、 

黃大勤 和 

馮定慈 

導賞員感謝狀 

[於 2017 年帶團超過三次] 

 

  司庫在下次會議才作出收支報告。  

    

 2.6 2018 春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有關 2018 年 3 月 18 日出發之「清遠、英德美景、美食」

純玩 3 天團，康樂主任匯報多了 2 位報名參加，一共有

142 人，包括 111 位會員/配偶(其中 8 位是委員)、25 位

聯繫會員/配偶和 6 位其他人士。當日早上 8 時 30 分在

羅湖口岸集合，將分別乘坐 3 部旅遊巴出發。 

參加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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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7 2018 年活動簡介【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有關在上次會議康樂主任之活動建議，他提出修訂其中

兩項如下： 

 

  日期 活動 提出修訂  

  8 月 16 日 

(星期四) 

20 周年聯歡晚宴暨

名譽會長委任典禮 

押後舉行 

(待 5 月份會議 

才議決) 

委員會 

  9 月 2 日 

(星期日) 

慶祝 20 周年特別

旅遊 

取消舉辦  

    

 2.8 修改入會申請表【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秘書匯報根據上次會議議決《入會申請表》已修改好，

新版本亦即時生效。此項作結。 

 

    

3. 新議事項  

 3.1 籌募經費  

  在籌募經費方面，康樂主任作出以下建議：  

  (1) 邀請各名譽會長繼續出任及慷慨支持；  

  (2) 請主席與海關關長溝通及提出增加部門福利金資助

的訴求，因現時之$8,000 資助是在 2015 年修訂的。 

主席 

     

 3.2 在 Facebook 設退休會專頁  

  助理康樂主任建議在 Facebook 設立『退休會專頁』群組

給會員多一個互相交流和溝通的渠道，經詳細考慮下列

幾點，該建議未獲大比數贊同： 

 

  (a) 現時會員使用 Facebook 人數不多； 

(b) 如把群組公開給所有人都可以查看，恐防有壞分子

入侵作惡； 

(c) 如不公開，在核准會員加入時會引至群組管理員增

加工作量。 

 

  此項作結。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陳英鉅(787)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與世長辭，喪禮定

於 3 月 25 號晚在香港殯儀館 306 室設靈，翌日上午舉行

出殯禮。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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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2 香港懲教退休人員協會聯歡聚餐  

  正、副主席與秘書將於 2018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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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屆周年大會暨聯歡聚餐。 

 

    

 4.3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新春聯歡  

  正、副主席、秘書、委員黃衍和張仔於今年 3 月 28 日(星

期三) 代表本協會出席上述聯會在金鐘統一中心四樓名

都大酒樓舉行慶祝第二十一周年會慶紀念暨戊戌年會員

新春聯歡晚會。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年 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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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譚錦泉 

 

 

2018 年 3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