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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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八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至三時五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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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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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通過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之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8 年 5 月份內收入 $44,010.96，支出

$5,041.6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28,869.4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228,870.8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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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致電慰問會員【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康樂主任於今年 5 月 23 日致電慰問會員林錦成(06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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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將於 2018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代表協會出席在香港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舉行

之上述第 50 次座談會，會後再由主席匯報有關事項。 

主席 

副主席 

    

 2.5 戊戌年新春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由於司庫沒有帶備 4 月份之銀行月結單，所以不能在會

後協助司庫覆核新春聯歡晚宴收支賬目。主席、副主席

和助理秘書將繼續跟進核實賬目一事。 

主席 

副主席 

助理秘書 

    

 2.6 第 23 屆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康樂主任更正「第二十三屆退休公務員旅行」出發日期為

2018 年 11月 9 日(星期五)。詳情待 9 月再收通告。康樂

主任負責跟進。此項暫結。 

康樂主任 

    

 2.7 中聯辦警務聯絡部 - 內蒙古交流團【上次會議記錄 2.10 項】 

  沒有須要跟進事宜，此項作結。  

    

 2.8 2018-2020 年度續任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至今收到以下現任名譽會長回覆將繼續出任來屆名譽

會長： 

 

  會長名單 贊助  

  張寶成先生 $20,000 支票  

  張森全先生 $20,000 支票  

  張德忠先生 MH $20,000 支票  

  梁偉浩先生 FHKPVC, MH $20,000 支票  

  謝小寧小姐 $20,000 支票  

  黃億民博士 $20,000 支票  

  余啟繁先生, MH, SBStJ  $20,000 支票  

  而仍待下列 9 位現任名譽會長回覆：  

  陳延邦爵士MH, COSJ(Justice) 鄭應南博士  

  林靄嫻小姐 劉石達先生  

  李鋈發先生 廖宇軒先生  

  蕭培煜先生 王文漢博士 Ph.D.(Hon)  

  王德渭先生 MH, BH, SBStJ   

  主席繼續跟進。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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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9 2018-2020 年度新任名譽會長 【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除了在上月有兩位新任名譽會長鄧方先生和蔣進興先生

外，再有一位協會好友答允出任 2018-2020 年度名譽會

長，並贊助本會福利基金$20,000，他是： 

主席 

  鍾國宏先生 - 新界大埔林村村長  

    

 2.10 20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  

  有關 2018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

20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經討論，暫議決如下： 

 

  (1) 派發$20 利是給每位出席者。 福利組 

  (2) 派發$100 利是給 90 歲或以上之會員及其配偶。 福利組 

  (3) 安排枱獎每位一份(即 12 位 12 份枱獎) 。 福利組 

  (4) 就康樂主任建議 - 

 出信邀請第一屆委員免費參加，並安排紅枱布 A

枱座位及每位獲贈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記念

品「原子筆」一份； 

 邀請達美旅行社出席以感謝該公司 10 年來為本

會提供旅遊服務及頒發感謝狀以表謝意。 

 

  (5) 就主席建議，頒發感謝狀給蘇西智先生及陳明先

生，感謝他們介紹社會賢達出任為本會之名譽會長。 

 

  (6) 如往年，頒發委任狀給名譽會長和義務法律顧問。  

  其他細節，待下次會議才作討論。  

    

3. 新議事項  

 3.1 2018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八屆委員會改選  

  秘書建議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在香港北角海關

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2018 周年會員大會

及第八屆委員會改選，並提出下列安排時間表： 

 

  發信日期 內容 回覆期限  

  7 月 16 日 邀請會員提名最多 13 名
會員參選 

8 月 28 日  

  9 月 12 日 確認是否接受提名 9 月 22 日  

  9 月 28 日 提醒被提名及接受參選
之會員出席大會 

  

  10 月 8 日 周年會員大會通告及委
員選舉 

郵寄投票 

10 月 26 日 

 

  秘書以上建議獲委員會通過。 秘書 

    



 4 

   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醫療福利 - 眼科醫生診金八折優惠  

  本協會所有會員由即日起往周伯展眼科醫生位於九龍彌

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一期 1506 室的醫務所(電話：2391 

8433)診治時，出示有效協會會員證，可獲八折診金優惠。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在香港北

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级官員會所舉行。康樂主任將邀請

核數小組成員出席。 

秘書 

康樂主任 

   

 

 

                 
 

主席：陳振威  秘書：盧應權 

 

 

 

 

 

 

2018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