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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二六年度第九屆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分至四時十分 

地點：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出席: 盧應權先生 主席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黃大勤先生 司庫   

 李復華先生 助理司庫   

 王奉岐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陳振威先生 委員 張君樂先生 委員 

 薛子龍先生 委員 蘇紹霖先生 委員 

 王志明先生 委員   

請假： 李文烈先生 助理秘書 周永權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列席： 郭至强先生 後補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2 年 11 月 19 日舉行之第二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22 年 11 月份收入$1,001,500.00，支出

$1,021,258.60，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596,214.66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596,214.66  

  司庫補充 11 月份收入之$1,001,500.00 是 1 位永久會員陳

英先生(942L)和 1 位聯繫會員羅桂芳女士(A083) 一共

$1,000.00 入會費及 $1,000,000.00 到期定期存款  + 

$500.00 利息。 

而支出之$1,021,258.60 是 – 

(a) 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20.00； 

(b) 影印 10 月 27 日舉行之『周年會員大會』文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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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 

(c) 購買周年會員大會選舉文具 - Marker Pen 2 支 + 

Adhesive Tack 2 包 $48 九五折 = $45.60 

(d) Lexar 64GB JumpDrive Dual Drive D30c USB 3.1 

Type-C + USB-A - 2 nos. @$80，共$160.00； 

(e) 印製 10位委員名片(每位 300張)$440 + 製作費$1120 - 

委員：盧應權、王奉岐、黃大勤、李文烈、李復華、

周永權、薛子龍、張君樂、蘇紹霖和王志明 [發票折

扣$57] ，費用共$1,503.00； 

(f) 致送花圈敬輓會員李靜波先生(425L)@$350 及周漢雄

先生(038L)@$400，共$750.00； 

(g) 委員會服 14 套，每套包括 (1)#954 西衣淺灰； (2)#830 

深灰西衭 及 (3)中山裝襯衣，合共$14,000.00； 

(h) Paper One 影印紙 A4 x 80gsm 210 mm x 297 mm，費

用$115.00； 

(i) 司庫購買 Print Ink 67 XL，費用$478.00； 

(j) 秘書購買 4 個 File 夾，費用 157.00； 

(k) 海關退休人員協會委員會 11 月份例會午餐( 9 位委

員)，費用$835.00； 

(l) 副主席、司庫、秘書、助理秘書、助理康樂主任和委

員陳振威代表本協會出席廉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於

2022年 12月 2日(星期五)晚上在廉署總部大樓舉行 20

周年會慶聯歡會，賀禮$2,400.00； 

(m) 主席盧應權代表協會出席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在

2022 年 12 月 2 日舉行之第 29 屆周年晚餐會。賀禮

$500；及 

(n) 新做定期存款$1,000,000.00。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鑑於疫情仍然嚴峻，福利組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探訪。 
 

福利組 

    

 2.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康樂主任匯報康樂/福利組員已於 12 月 1 日至 12 日期間

一共以電話訪問了 19 位會員，得悉部份人曾染新冠肺

炎，出現腦退化,由於私隱問題不便透露詳情，其他人身

體無大問題，19 位包括： 

福利組 

  陳燦堯（016L）； 陳富昌（163L）； 陳劍華（196L）；  

  陳國強（018L）； 陳連偉（019L）； 陳樹鈿 (164L）；  

  陳永平（155L）； 鄭錦全（028L）； 張頌年（03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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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仔（178L）； 張健臣（034L）； 周蔭良（041L）；  

  朱青雲（200L）； 范瑞琪（044L）； 馮志恒 (047L）；  

  陳先競（023L）； 何國全（050L）； 陳國華 (170L）；  

  鄭紹琼(660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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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秘書和委員陳振威將代表協會出席 2023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在警察體育遊樂會-怡逸軒酒樓舉行之

上述第 71 次座談會，主席將於下次會議匯報有關事項。 

主席 

秘書 

陳振威 

  [備註：有關「退休聯席」已訂於今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 

在灣仔香港入境事務處長官會所餐廳舉辦之聯歡蛇宴，由

於適逢當日定為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全國哀悼日，各

工會要避免在當日舉辦任何慶祝、喜慶、飯聚或娛樂遊玩

活動，因而取消。] 

 

    

 2.5 參觀賽馬會傷健營【上次會議記錄 2.4 (3)(i)項】  

  康樂主任匯報他已於 11 月 24 日聯絡傷健協會負責人查詢

有關「休閒體驗營」之資料，初步瞭解其背景為 NGO (非

牟利機構)組織，對象以團體為主，個別参加者亦需 10 人

以上，由於對方未能提供詳細資料，他建議暫不作任何行

動，有進一步消息再向委員會彙報。此項暫結。 

康樂主任 

    

 2.6 康樂/福利組就各項工作定期召開小組會議【上次會議記錄 3.5 項】 

  康樂/福利组於 11 月 28 日召開首次小組會議，康樂主任

向與會者簡單介紹工作範圍，首要任務是向會員進行電話

訪問近況，稍後並安排職務分工。 

康樂主任 

    

3. 新議事項    
 3.1 香港專科日間醫療中心體檢及醫療優惠  

 

 

主席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收到香港專科電郵有關以上日

間醫療中心提供會員一系列體檢及醫療優惠給本會會

員，（電郵已轉寄給有電郵地址的委員），並透過 WhatsApp

群組諮詢各委員是否同意將以上優惠轉告協會會員，鑑於

意見分歧，故留待是次會議上議決。議決結果如下：－ 

贊成：盧應權、李復華、王奉岐、陳振威、蘇紹霖和王志

明。 

反對：譚錦泉、黃大勤、徐威俊、張君樂和薛子龍。 

此項議決獲得過半數通過。 

主席將回覆香港專科作出適當的安排才發放訊息給會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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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3.2 2023 年新春聯歡會  

 

 

康樂主任表示明年新春是否舉辦聯歡晚宴取決於當時疫

情及防疫措施，按現時宴會規定最多 12 人一席及場地最

多 240 人，若此規定不變則舉辦有困難之處，因此，他認

為協會應作準備及籌辦需時，現作以下建議：－ 

(1) 暫定 08.02.2023 或 22.02.2023 舉行； 

(2) 設宴於旺角倫敦酒樓，不多於 20 席，如防疫措施放寬，

則可筵開 20 席以上。 

康樂主任 

 
 

經詳細討論，與會者考慮到時間緊迫，故押後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舉行，下次會議才落實所有晚會安排細節。 

 

    

 3.3 檢討 2022－2026 年度第九屆委員會委員職務範圍  

 
 

主席請各委員提供意見去更新第九屆(2022－2026)委員

會委員職務範圍，在下次會議提出以待通過。 

各委員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關彬(060L)於 2022 年 12 月 2 日與世長辭。喪禮將於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時半在九龍醫院康復大樓地下靈堂進行

大殮儀式，隨即送往鑽石山火葬，其家人表示協會毋須致

送花圈吊唁，協會亦表達對辭世者家人深切慰問。 

 

    

 4.2 審批 1 位永久會員和 1 位聯繫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海關退休人員陳德祥先生(943L)申請成為本協

會永久會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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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稱背景 推薦會員  

  羅桂芳女士 60 退休二級工人 周永權(732L)  

       

 4.3 悼念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主席、委員陳振威和王志明代表協會聯同其他海關工協會

代表於 2022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四時赴中聯辦悼念已

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4.4 憲法四十周年升旗儀式  

  主席於 2022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早上八時出席在大欖涌香

港海關學院舉行之憲法四十周年升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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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5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  

  主席於 2022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早上九時五十分至十一時

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15 樓禮堂代表協會出席網上直播前國

家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 

 

    

5. 下次會議  

 日期：2023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地點：暫定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秘書 

 

2022 年 12 月 19 日 

 

 

 

 

 

 

 

 

秘書將發信邀請新一屆核數小組成員黃潤初(136L) 、梁偉雄

(509L)和王沛林(537L)出席。 

 

 

 

秘書：王奉歧  主席：盧應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