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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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至三時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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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奉歧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周永權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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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兩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  

 (i) 2022 年 10 月 17 日第八屆委員會第四十七次會議記錄;和 

(ii) 2022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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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收入$3,000.00，支出$15,118.00，

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615,973.26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615,973.26  

  司庫補充 10 月份收入之$3,000.00 是 6 位永久會員陳達鴻

先生(936L)、李景輝先生(937L)、鄭宇文先生(938L)和葉

俊傑先生(939L)、陳麗珍女士(940L)和鄒展鵬先生(941L) 

一共$3,000.00 入會費。 

而支出之$15,118.00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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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20.00； 

(b) 購買 48 罐嘉士伯啤酒作為 2022 年 10 月 27 日周年會

員大會聚餐用，共$310.00； 

(c) 致送花圈 1 個敬輓會員梁舜興先生(005) 費用$350.00； 

(d) 委員會在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例會午餐 7位委員 + 

2 位核數小組成員，費用$888.00； 

(e) 購買 24 支 "Sp. Monte Ducay 2020 " 紅酒@$35 作為

2022 年 10 月 27 日周年會員大會聚餐用，費用$ 840；

和 

(f) 協會在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周年會員大會」後聯

歡午餐 (共有名譽會長 6 位+會員及工作人員 80 位) 

[餐費$12,410.00 +小費$300.00] ，共$ 12,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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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致電慰問會員詳情： 福利組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司庫 6/11 剛離世會員林錦成先生(065L) 

之女兒 

 

  委員薛子龍 8/11 會員區炳秋先生(594L)  

  康樂主任 16/11 會員陳平先生(022)  

會員關琪安先生(06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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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下午正、副主席、秘書、助理

康樂主任和委員陳振威代表協會出席在警察體育遊樂會-

怡逸軒酒樓舉行之上述第 69 次座談會，主席匯報有關事

項如下：  

 

  (1)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席上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退休組)潘志明報告有關

現今公務員免費看中醫配額情況及公務員牙科診症

輪候事宜--中醫配額不足，而牙科診症輪候超過兩年

多，就此事，「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召集人

已於 2022 年 9 月 25 日去信行政長官提出優化整體

公務員團隊的醫療及牙科福利的良性建議。希望新屆

特區政府能有新的改善政策。 

 

  (2) 「退休聯席」聯歡蛇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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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聯席「福利康樂工作小組」已於 10 月 14 日開

會，建議舉辦聯歡蛇宴，詳情如下： 

日期：6/12/2022 (星期二)  

時間：1730 至 2200 

地點：灣仔香港入境事務處長官會所餐廳 

收費：每位 $320 (包紅酒、啤酒、汽水) 

建議已經在 11 月 2 日「退休聯席」會議通過，而本

會已有 12 位委員/會員/友好報名參加。 

 

     

  (3) 康樂活動 

建議 -  

 

   (i) 參觀賽馬會傷健營 

(ii) 離島一天遊 

 

   以上活動有待公佈。  

  (4) 下次會議  

   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警察體育遊樂會-怡逸軒酒樓 

 

  有關(3)(i)参歡赛馬會傷健營，「退休聯席」每會已經派出

兩位代表於 10 月 25 日(星期二)參觀位於香港薄扶林水塘

道 75 號之營地，前主席陳振威和副主席代本會出席。其

後，該傷健營經理崔小姐(電：9279 5939)曾向前主席陳振

威推廣他們的「休閒體驗營」以優惠體驗價給協會委員，

就此事，康樂主任將聯絡崔小姐了解詳情及跟進。 

康樂主任 

    

 2.5 2022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九屆委員會改選【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2022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九屆委員會改選已於 10 月 27 日

（星期四）舉行，一共有 70 位會員（佔全體會員 647 人

數約 10.22%）出席，過程順暢，隨後酒會及聯歡聚餐，完

滿結束。此項作結。 

 

    

3. 新議事項    
 3.1 新一屆委員宣誓就職禮  

 

 

有關上述事宜，已安排 13 位新一屆執委穿著整齊新會服

於 202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 中午在海關總部高級官員

會所在何珮珊關長 CDSM, CMSM 監督下進行委任宣

誓，其後與她和部門高官共晉午餐。 

 

    

 3.2 印製新一屆委員名片  

  主席於 11 月 7 日聯絡 Print Shop 大埔分店安排印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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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員名片(每位 300 張)$440 + 製作費$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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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實費

用共$1,503。名片已於 11 月 18 日印妥及在此例會上分給

各委員。 

    

 3.3 更新委員會服  

 

 

13 位新一屆執委和 1 位後補委員在旺角服裝店「無名主

義」訂購每人一套會服，包括(1)#954 西衣淺灰； (2)#830 

深灰西褲 及 (3)中山裝襯衣，每套費用$1,000，而加大碼

每套需多付$90，助理司庫將跟進需多付之款項。 

助理司庫 

    

 3.4 協會網頁顧問服務費  

 

 

本會網頁顧問要求網頁顧問服務費由 2023 年 1 月起由每

月$300 加至$500，包括負責代本會繳交香港網庫網頁寄

存服務費用，與會者認為價錢合理，同意加價。此項作結。 

 

    

 3.5 康樂/福利組就各項工作定期召開小組會議  

  康樂主任報告他計劃將於 2022年 11月 28日(星期一) 下

午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召開第一次康樂/福利小組會

議，並於下次委員會例會匯報有關討論事宜。 

康樂/福利

小組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周漢雄(038L)於 2022 年 10 月 12 日與世長辭。喪禮已於

10 月 29 日在大圍寶福紀念館二樓寶安堂設靈，翌日上午大

殮出殯，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另外，會員林錦成(065L) 亦於 2022 年 10 月 12 日與世長辭。

喪禮已於 11 月 16 日在九龍殯儀館三樓光耀堂設靈，當日下

午大殮出殯，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4.2 核准 3 位永久會員申請  

  委員會核准 3 位海關退休人員陳麗珍女士(940L) 、鄒展鵬先

生(941L) 和陳英先生(942L)申請成為本協會永久會員。 
 

    

 4.3 「2022-2023 年度核數小組」成員  

  委員會通過以下 3 位會員提名出任「2022-2023 年度核數小

組」： 

(1) 黃潤初(13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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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偉雄(509L)；和 

(3) 王沛林(537L)。 

秘書屆時將會發邀請信通知已獲委任的新一屆核數小組成

員出席 2023 年 1 月例會進行該年度首 3 個月的核數工作。 

            

 4.4 批核秘書購買打印機一部  

  秘書於今年 11月 2日透過WhatsApp向委員會申請盡快購買

一部$2,088 打印機用來處理協會秘書文書工作，申請獲批

核。 

 

    

 4.5 處理協會定期存款  

  司庫報告一百萬定期存款將於今年 11月 23日到期並建議繼

續再定期存一年，建議獲與會者贊同。 

 

    

 4.6 廉政公署退休人員協會 20 周年會慶聯歡會  

  在邀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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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廉署總部大楼舉行 20 周年會慶

聯歡會，與會者同意賀禮$2,400.00。 

 

    

 4.7 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周年晚餐會  

  主席盧應權將於今年 12月 2日(星期五) 代表協會出席香

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在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

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之第 29 屆周年晚餐會。賀禮$500。 

 

    

5. 下次會議  

 日期：2022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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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1 日 

 

 

 

 

  

 

秘書：王奉歧  主席：盧應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