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    

第四十第四十第四十第四十四四四四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五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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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華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助理秘書 (會議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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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缺席者: 盧應權先生 秘書 

核數者:      孫紹榮先生 

    梁積慶先生 

列席者:   蘇紹霖先生 

 

    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    

1111.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委員通過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之第四十三次會議記錄。    

  

2.2.2.2.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2014 年 6 月份內收入$140,800.00，支出$1,423.50， 

  至 6 月底結下：   

  支票戶口：   $299,458.92  

  現金： $38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299,840.32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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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致電慰問會員【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福利組在 7 月初至中分別致電會員林培，區金及伍研機問候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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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聯絡平台 



   主席謂將加進助理秘書到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 

   的 WhatsApp 聯絡平台 

 (2)  百年中國禁毒文物展覽 

 正副主席於今年 6 月 26 日代表協會出席由澳門警察歷史收藏學會與

澳門警察協會聯合主辦的百年中國禁毒文物展覽,主席表示感激澳門

退休海關朋友的熱情招待。 

        (3)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會議 

 主席及委員張仔在7月2日代表協會出席，會中主要是檢討是次澳門

百年中國禁毒文物展覽之行, 另外, 主席報告, 在7月2日的座談會

上, 有與會者認為現時的座談會欠缺一個實體形組織, 認受性不大, 

可否考慮成立一個總聨會, 擴大會員人數, 增強影响力。 各出席代

表會向其會員諮詢, 下次討論。 

 

2.52.52.52.5 16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康樂主任滙報是晚菜式內容，費用每席$2,900 已訂 36-38 席，各人並無異

議。副主席表示名譽會長何謂熾會再贊助紅酒助慶，數量未知。因近暑炎

熱，會中通過委員一律要穿著長袖白恤衫、灰西褲，皮鞋，不用打呔，穿

外套。秘書須要在請帖上加註『Dress code : Smart Casual Wear』 或『天

氣炎熱, 衣着從簡  』(會後備註：在 7 月 23 日，主席通過電郵知會各委

員改穿正常會服於當晚出席聯歡晚宴)。 

 

2222.6.6.6.6     公務員事務局「第十九屆退休公務員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詳情待 9 月再收通告。康樂主任負責跟進。    康樂主任 

 

2.72.72.72.7    續任及新任 2014-2016 年度名譽會長 

主席報告己實收到 9 位續任名譽會長及 1 位新任名譽會長贊助共 20 萬元，

而未落實的名譽會長包括陳延邦爵士，林靄嫻小姐，劉石達先生，謝小寧

小姐，王文漢博士等，約未收款項共八萬元，主席將繼續跟進。 

 

2.82.82.82.8   2014 週年會員大會及第七屆委員會改選 

二○一四/二○一八年度第第七屆委員選舉提名表格連同六頁的會員名單

已在七月中寄發給各會員，現等待會員將提名表格寄回，截止日期為 8 月

28 日。 

    

3.3.3.3.    新議事項新議事項新議事項新議事項 

 

 3.1  過渡期 (2014 年 10 月 28 日至新一屆委員首次會議)召集人 

 康樂主任稱本屆委員職務將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選舉後終止。在未

安排新一屆委員互選職務前，須推舉一人為召集人，負責安排其間活

動事宜，委員對此並無異議。 



 

        3.2 新一屆委員互選職務 

 康樂主任表示根據上兩屆經驗，第一次會議及委員互選職務均於選舉

後一至兩星期才舉行，以便委員有多些時間準備，特別當有委員缺席

時可委托他人代為投票，但須要以書面授權形式（Ｐｒｏｘｙ）進行

並附以其所欲証明，口頭授權不可接受。眾委對上述安排並無異議。 

 

4.4.4.4.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4.1  義務エ作 

主席謂任何人有興趣參加由《香港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所主持的賣旗籌款，可向主席報名。 

 

 4.2  瑪麗醫院婦科服務 

             主席得悉瑪麗醫院自 2014 年 7 月 1 日停止婦科服務，委員會通過以

會訊及協會網頁知會各會員。 

 

        4.3  退休公務員會周年聚餐晚宴 

             退休公務員會將會在 8 月 12 日(星期ニ)在佐敦景逸軒舉行周年聚餐

晚宴，並宴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JP，聚餐費每人約$235，歡

迎各委員報名出席，有興趣者可電聯主席，截止報名日期為 7 月 31

日。 

 

        4.4  參觀郵輪活動 

 有郵輪公司 Carnival Corp Ltd 於 2014 年 7 月 17 日電郵康樂主任介

紹參觀〝公主號〞郵輪活動。透露於 9 月 28 日、10 月 1 日、11 月 1

日及 11 月 2 日免費招待會員上船參觀。經討論後，委員一致同意揀

選 11 月 2 日為會員參觀日亚將有關活動詳情放上協會網頁供會員參

閱，如有意參加可直接聯絡有關公司安排。 

 

       4.5  會員同樂日 

 康樂主任建議於周年大會後舉行本年度〝會員同樂日〞晚宴以取代秋

季旅行。日期暫定 11 月 11 日(星期ニ)於北角金龍酒家舉行，詳情留

下次例會商討。委員一致贊成建議。 

 

       4.6  『海關助理』招聘座談會 

 7 月 11 日助理秘書代表協會出席部門在總部大樓 1007 室舉行的一次

『海關助理』招聘座談會，會中部門透露新一輪的招聘行動，由 7 月

14 日開始，公開招聘『海關助理』廣告將會刋登在部門網頁及 CSB 的

招聘欄中，維期一周，新招聘的合約『海關助理』分為全職及秉職兩



種，合約期為半年另有機會可續約多三個月，新聘人員將會在 10 月 1

日開始上任。而現職的『海關助理』同事，其合約亦會在 10 月 1 日

終止，須從新填申請表投考及面試，部門會從申請表中最多揀選 500

名投考者進行面試。部門歡迎協會將此訊息告之有興趣投考的退休同

事，而協會亦會配合部門，將訊息經各種聯絡平台知會退休同事。 

 

5.5.5.5.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第六屆委員會第四十五次會議將於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星期六) 1430

時在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舉行。(會後備註: 在 2014-07-26，主席宣告

第六屆委員會第四十五次會議更改為二○一四年八月九日(星期六) 1700

時在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舉行，康樂主任及助理秘書已分別知會所有未

有電郵的執委)。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助理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ニ○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