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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二○一四年度第六屆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一年三月十二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 

地點:  香港海關總部大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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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華先生    助理司庫 

盧應權先生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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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亦尊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金球先生    委員 

張仔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一年二月十二日之第四次會議記錄。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錄 2.1 項】 

司庫報告在 2011 年 2 月份內收入$94,190.00，支出

$111,736.30，至 2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51,091.28 
儲蓄戶口： $5,053.26 
現金： $273.5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256,4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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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福利探訪 【上次會議記錄 2.2 項】 

助理康樂主任於 2011 年 2 月 17 日到明愛醫院探望會

員何衍量。 

福利組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錄 2.3 項】 

福利組在上次會議至今沒有作出致電慰問會員。 福利組

 

2.4 香港各紀律部隊退休人員協會聯席座談會【上次會議 2.4 項】 

助理司庫與委員張仔於 2011 年 3 月 2 日(星期三)代

表協會出席在掃桿埔香港紀律部隊人員康樂中心舉

行之香港各紀律部隊退休人員協會第六次聯席座談

會。助理司庫匯報會議主要討論事項如下： 

           

    副主席

(1) Family Clinic 
据聞目前只有4間政府公務員診所接受退休公務

員求診，故此會議召集人方先生已去信有關政府

部門澄清，待覆。 

 

(2) 會議室 

召集人方先生已去信香港紀律部隊人員康樂中

心經理要求配予指定之會議室給香港各紀律部

隊退休人員協會聯席座談會舉行會議，待覆。 

 

(3) 部門互訪 

繼上次參觀懲教署新建之羅湖懲教所後，現有意 

參觀新海關總部大樓。(請參閱以下 4.2 項) 

 

下次聯席會議將於 2011 年 5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在掃桿埔香港紀律部隊人員康樂中心舉行。助理司

庫與委員張仔將代表協會出席。 

 

 

2.5  更新會員入會申請表【上次會議記錄 2.5 項】 

助理秘書匯報新版會員入會申請表已上載協會網

頁。此項作結。 

助理秘書

 

2.6 2011 年協會新春聯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錄 2.6 項】 

於 2011 年 2 月 15 日 (星期二) 在新落成之海關總部

大樓 12 樓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會所)舉行之新春

聯歡晚宴暨第六屆委員就職典禮已完滿結束。但其後

收到大多數意見，均認為會所設施並不適合舉辦此類

較大型之活動。協會將來不會考慮在會所舉辦聯歡晚

宴。有關費用收支，司庫將在下一次會議才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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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7 春季旅遊 【上次會議記錄 2.7 項】 

有關於 2011 年 4 月 11 至 14 日(星期一至四) 舉辦美

食之旅『岳陽、武漢、長沙』高鐵四天遊，康樂主任

報告共有 130 人參加， 其中包括 94 位會員/配偶、 
9 位委員/配偶、11 位聯繫會員/配偶及 11 位會長/配偶

和其他人仕，將分別乘坐 3 部大型旅遊巴。出發集合

地點為深圳福田口岸，時間為早上 8 時 30 分。旅行

社將個別通知團友召開茶會，日期為 4 月 2 日或 4 月

6 日。康樂主任續稱每位團費改為$2,940 ，而由於參

加人數超過 80 人，故每位團費回贈$90，團費因此減

至$2,850。 

康樂主任

 

3. 新議事項 

 

3.1 會員咭 

康樂主任收到會員批評指協會會員咭太粗糙，建議改

為類似信用咭比較美觀。經討論，與會者認為由於普

通會員每兩年發新咭一次，若採用這建議會涉及較多

經費。故此只能改良為類似駕駛執照式樣。秘書會安

排新咭過膠及寄出工序。而助理秘書將設計新咭樣辦

在下次會議揀選。 

秘書

助理秘書

 
3.2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rporation (ICC) 

秘書於 2 月 1 日收到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rporation
財務部 Mr Harry Hui (9347 8079/2581 4212)電郵，希望能

向本會會員提供財務講座。與會者認為無此需要。秘

書將回覆。 

秘書

 
4. 其他事項 

 

4.1 香港海關總部大樓啟用典禮 

主席匯報他已於 2011 年 2 日 21 日(星期一)代表協會

出席在香港海關總部大樓 15 樓演講廳舉行之香港海

關總部大樓啟用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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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4.2 香港懲教署退休人員協會慶祝協會成立 25 周年聯歡聚餐 

主席及秘書將於 2011 年 3 月 25 日(星期五) 代表協

會出席在九龍尖沙咀柯士甸道8號漢寶皇宮酒樓舉行

之香港懲教署退休人員協會第 25 周年大會暨慶祝協

會成立 25 周年聯歡聚餐。 

主席

秘書

 

4.3 參觀新海關總部大樓 

有關上述會議 2.4(3)項所提及之部門互訪，主席回應

他將會安排，並建議各協會(包括懲教、警察、入境

和海關)派出 3名代表，共 12 名參加，參觀後，由本

協會款待各人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共晉午餐。 

主席

 
4.4 協會信封 

委員張仔將安排訂印 5,000 個協會新信封，每個 4 毫。 
秘書將編印回郵地址給供應商參照。 

委員張仔

秘書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將於二○一一年四月十六日(星

期六)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海關總部大樓 12 樓 香港海關高

級官員會所舉行。 

秘書將邀請本年度核數小組成員黃永健、李換、鄭向華出

席是次會議。 

秘書

 

 

 

 

 

秘書：盧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一年三月十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