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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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分至四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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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者： 馮棨洪先生 (核數小組成員) 

 李換先生 (核數小組成員) 

 梁偉雄先生 (核數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八年六月十六日之第四十三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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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內收入$164,000.00，支出

$3,526.6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89,342.8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89,3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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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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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上次會議至今福利組没有致電慰問會員。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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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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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如下： 

主席 

副主席 

  (a) 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的溝通仍未能展開，

羅致光局長以未能抽空，缺席「聯席會議」在 6

月 15 日於廉政公署大樓職員餐廳舉行的座談

會。召集人會再向「行政長官辦公室」陳國基主

任聯絡，希望了解詳情。 

 

  (b) 在 6月15日於廉政公署大樓職員餐廳舉行的座談

會：「太平洋戰爭第一擊：香港保衛戰」和晚宴已

經圓滿結束，其有 178 人出席，兩位演講嘉賓詳

盡講述 1941 年日本如何侵佔香港，大受好評，其

後的歌唱和抽獎活動更引起另一高潮，各人盡興

而歸。 

 

  (c) 有關公務員及退休公務員可否使用醫管局轄下的

中醫中藥服務，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應該項服務

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的工作範疇，「醫療聯席」應

向該局局長探討。 

 

  (d) 有關 2000 年 6 月 1 日後入職的公務員，其服務條

款已經講明退休後不能繼續獲得醫療福利，除非

有充分理據更改服務條款。 

 

  (e) 下次會議日期將於 9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在界限街警察體育及遊樂會舉行。 

 

    

 2.5 戊戌年新春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由於司庫沒有詳細地記錄入數賬款，所以不能從 3 月至

6 月份之銀行月結單上查檢賬目入數情況，議決向匯豐

銀行申請由 3 月至 7 月份之月結單詳細賬目資料，才能

查檢。主席、副主席、助理司庫和助理秘書將繼續跟進。 

主席 

副主席 

助理司庫 

助理秘書 

    

 2.6 第 23 屆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待公務員事務局 9 月通告。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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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7 2018-2020 年度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司庫至 6月尾收到以下現任名譽會長之贊助共 26萬及

簽發收據給秘書回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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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宇軒先生 $20,000 支票  

  王文漢博士 Ph.D.(Hon) $20,000 支票  

  鍾國宏先生 $20,000 支票  

  蔣進興先生 $20,000 支票  

  鄧方先生 $20,000 支票  

  陳延邦爵士MH, COSJ(Justice) $10,000 支票  

  林靄嫻小姐 $10,000 支票  

  主席繼續跟進聯絡其他會長。 主席 

    

 2.8 2018-2020 年度新任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2.9 項】  

  沒有須要跟進事宜，此項作結。  

    

 2.9 20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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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次會議上康樂主

任建議邀請第一屆委員免費參加和邀請達美旅行社出席

晚宴已取消。而其他晚會事宜議決如下： 

 

  12 份枱獎(包括手錶 1 份、護髮素 2 份及$50 君蘭餅店現

金券 9 份) 

 

  每位$20 利是及 90 歲$100 利是：康樂主任  

  委任狀及感謝狀：秘書  

  大會司儀：會員馮棨洪(典禮) /助理康樂主任(晚宴)  

  禮品安排：助理秘書 

卡拉 OK ：助理康樂主任 

 

  義務攝影：會員何海靖、朱偉忠、葉耀成  

  訂購紅白酒：(紅酒 5 打) 主席  

  購買君蘭餅店$50 現金券(75 折)：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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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威士忌 8 支、蘇打水、小食：秘書  

  名牌：(關長級官員、會長、法律顧問、委員) 秘書  

  襟花：(主禮嘉賓、會長、法律顧問)  Lily Chen 代購  

  主席將安排節目表，下次會議提出。 主席 

    

 2.10 2018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八屆委員會改選【上次會議記錄 3.1】 

  秘書將根據通過之 2018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八屆委員會改

選時間表安排發出通告給各會員。此項作結。 

秘書 

    

3. 新議事項  

  無。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陳斯樑 (392L)於 2018 年 7 月 11 日與世長辭，喪禮

定於 7 月 28 號晚在大圍寶福紀念館 2 樓寶寧堂設靈，翌

日上午舉行出殯禮。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4.2 審批聯繫會員申請  

  與會者一致同意接納下列人士申請成為本協會聯繫會

員：- 

 

  申請人 年齡 背景 推薦會員  

  傅雨亭 67 退休商人 助理康樂主任  

    

 4.3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 

關聖帝君寶誕暨會員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與委員張仔將於今年 8 月 1 日(星期三) 代表

本協會出席上述聯會在尖沙咀麼地道半島中心德興火鍋

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戊戌年關聖帝君寶誕暨會員聯歡晚會。 

 

    

 4.4 跟隨澳門海關（水警）退休人員協會拜訪泰國海關開支  

  主席匯報他在 2018 年 6 月 20-24 日跟隨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拜訪泰國海關芭堤雅貨櫃管制口港，同行有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三位代表，澳門海關退休會免收香港海

關退休會團費，包括機票和酒店住宿（每位應付$5800）

但有下列支出，共銀$2,680 由協會支付： 

(1) 1 個香港海關盾牌 + 7 份香港海關紀念品 - $1,480 

(2) 盾牌連加工費 - $450 

(3) 請澳門海關退休會團友飲品 - $500 

(4) 付當地導遊小費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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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之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今年 9 月 1 日(星期六) 代表本協

會應邀出席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在澳門萬豪軒

酒樓舉行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澳門回

歸祖國 19周年文藝晚會暨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

5 周年會慶】，船票自費。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 年 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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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主席：陳振威  秘書：盧應權 

 

 

 

2018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