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周年會員大會

二Ｏ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上午十時三十分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十二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周年會員大會

二Ｏ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 議程 -

(一) 確認於二Ｏ一九年十月三十日舉行之周年

會員大會記錄 [附件(1)]；

(二) 主席匯報過去三年的會務及未來動向 [附
件(2)]；

(三) 省覽及通過二Ｏ一九年/二Ｏ二Ｏ年、二Ｏ

二Ｏ年/二Ｏ二一年及二Ｏ二一年/二Ｏ二

二年度財務報告[附件(3)]；

(四) 確認 2020-2022 年度名譽會長名單 [附件

(4)]；

(五) 完善會章 [附件(5)]；

(六) 其他事項；及

(七) 選舉二Ｏ二二/二Ｏ二六年度第九屆委員會

委員。



附件(1)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2019 周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

時間： 晚上五時三十五分

地點： 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出席委員: 陳振威先生 主席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蔡就生先生 秘書 (記錄者)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盧應權先生 司庫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王奉岐先生 委員

顏漢發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缺席委員: 朱廣鴻先生 委員

出席人數: 委員和會員共 92 人（佔全體會員 713 人數約 12.90%）

會議事項

1. 通過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周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主席簡述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舉行之周年會員大會會議記
錄。其後，大會通過及確認上述之會議記錄。

2. 匯報二○一八年/二○一九年度會務報告

主席向各會員匯報二○一八年/二○一九年度會務及未來動
向，獲大會贊同。在義務核數工作方面，主席代表協會感謝
核數小組三位成員羅磐城先生、陳佑強先生和簡榮耀先生作
出之貢獻，審計協會過去一年之帳目。至於來年度核數小組
成員，委員會將邀請有興趣參與之會員出任。各會員如有興



趣參與核數工作，可向主席或任何一位委員報名。

3. 省覽及通過二○一八年/二○一九年度財務報告

司庫引導各會員省覽二○一八年/二○一九年度財務報告後，

獲大會一致通過及確認。

4. 其他事項

4.1 增加協會執行委員數目

有個別會員希望將協會執行委員數目分別增加多 2 至 4
位，但亦有會員表示無需增加，委員會議決將此意見加

入研究。

5. 散會時間

會議於晚上六時十五分完滿結束。隨後舉行21周年聯歡晚宴。

陳振威
主席

蔡就生
秘書

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附件(2)

二Ｏ一九年/二Ｏ二Ｏ年、二Ｏ二Ｏ年/二Ｏ二一年及

二Ｏ二一年/二Ｏ二二年度會務報告

1. 會籍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協會共有會員 719 人 ，較二Ｏ一九年/
二Ｏ二Ｏ年年度之 713 名增加 6 人 (0.84%)。其中 641 位是永久

會員/普通會員、6 位永久配偶會員及 72 位聯系會員。永遠/名譽

會長共有 24 位。協會將會繼續努力招攬更多退休同袍及社會人

士加入協會。

2. 部隊福利基金 2020-2021 年度撥款

2022 年 8 月 26 日，部門已從部隊福利基金 2022-2023 年度撥款

撥出$20,000 元給予協會作為津貼協會舉辦之康樂活動，比去年

$10,000 元增加一倍。

3. 康樂活動

因疫情影響，協會在 2020、2021 及 2022 三個年度未有舉辦任何

旅遊：

4. 慰問會員

在過往一年，協會委員用電話慰問 59 位會員和到醫院或其住所

探訪 1 位會員。

5. 委員會每月例會

如過往，委員會每月都舉行例會，討論協會事務，歡迎各會員出

席旁聽。有興趣出席例會的會員可預先向任何一位委員查詢會議

地點、日期及時間。

6. 義務核數工作

如以往，為幫助司庫計算協會的收支賬目，兼且負起審核協會的

支出是否符合會章內訂明的事項，委員會邀請三位有投票權的會



員作稽核財政收支，每三個月當舉行例行月會時同時執行。通常

任期是一年。協會歡迎各有興趣參與這項服務之會員，向委員會

任何一位委員提出。

7. 部門聯系

協會與部門保持良好的關係。除了委員可出席部門主辦的酒會、

慶典及結業會操外，協會的名譽會長亦被邀請出席。協會現在 8
位會員繼續參與部門展覽廊導賞活動。

8. 公益事務

協會積極支持本會會長舉辦公益事務。這包括賣旗籌款及敬老活

動等。詳細項目，已經在會訊內匯報。此外，協會很多會員參與

『香港紀律部隊義工服務隊(海關小組)』的義工活動。這包括上

門派發防疫物資給與長者和在街頭派發飯盒給與有需要人士。會

員若有興趣參與，請與主席或其他委員聯絡。希望藉著這些活動，

讓會員繼續發揮所長，善用餘暇，服務社群。

9. 來年事務

康樂活動繼續會有新春聯歡、春、秋季旅行、周年晚宴及會員同

樂日等。福利事務組將主動聯絡一向支持本會的會員，他們因不

同原因從未或少有參加協會舉辦的康樂活動。在他們同意下，可

安排家訪或茶敘，以表達協會對他們的敬意及關懷。在得悉會員

患病或身故時向其配偶及家屬致以慰問及提供可行的協助，及邀

請已故永久/普通會員之配偶加入協會為「配偶會員」。並研究

加強會員福利的可行方案。

10. 來年展望

協會將會強化協會的宗旨，為會員增加福利。這包括向外界尋求

捐贈，使協會的活動經費充足；向會員推廣更多活動，增加各會

員聚面的機會，延續會員們長期以來建立的感情。多謝各位。

陳振威
主席

2022 年 10 月 27 日







附件(3) (C)



附件(4)

2020-2022 年度名譽會長及名譽法律顧問名單

(I) 續任名譽會長

1. 陳延邦爵士, MH,
COSJ(Justice)

百邦(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聖約翰爵士基金會創會主席(下略)

2. 張寶成先生 恆寶旅運有限公司董事長(下略)

3. 張德忠先生, MH 張水法時裝設計疋頭公司董事總經理

九龍樂善堂永遠顧問

香港關顧更生人事會副主席(下略)

4. 鍾國宏先生 香港退休公務員會委員及義工團副團長

5. 周禨存先生 環球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6. 林靄嫻小姐, MH 海洋紙品有限公司董事

灣仔少年警訊名譽會長

灣仔民政事務處灣仔西分區委員會主席(下略)

7. 蕭培煜先生 發泰洋服東主

8. 梁偉浩先生,
FHKPVC, MH

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董事長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 (下略)
9. 廖宇軒先生, MH 鄉城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下略)

10. 謝小寧小姐 梭坤敬(香港)有限公司集團主席

亞太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創意美食文化委員會主席(下略)

11. 王文漢先生, MH 亞洲會理事長

港股通証券主席(下略)

(待續)



附件(4) (續)

12. 王德渭先生, MH,
BH, SBStJ

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下略)

13. 黃億民博士 大達汽車零件行有限公司董事

達人貿易有限公司董事

亞洲華人領袖獎(下略)

14. 余啟繁先生, MH,
SBStJ

關顧更生人士會主席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副總會長

(II) 新任名譽會長

1. 蔡漢德先生 中華基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2. 柯耀華先生 博愛醫院總理

3. 葉冠成先生, BSc,
MBA

The Good One Group 集團董事總經理

(III) 名譽法律顧問

1. 鍾沛林先生 鍾沛林律師行主席

規管物業管理行業資詢委員會主席(下略)

2. 尹學偉先生 前尹楊律師事務所首合夥人(下略)

註：列表是依據姓名的英文字母優先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