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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八/二○二二年度第八屆委員會

第十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 北角海關總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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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應權先生 司庫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者)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顏漢發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請假：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李復華先生 委員

列席者： 羅磐城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陳佑強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簡榮耀先生 會員(核數小組成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之第十一次會議記

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項】

司庫報告在今年 9月份收入$2,500，支出$2,989，至 8月
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45,537.03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45,5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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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項】

2019年 10月 18日委員梁亦尊任代表協探望會員姚載仁

(454L)

2019年 10月 11 及 19日康樂主任代表協會到瑪嘉烈醫院

探望委員朱廣鴻先生。

福利組

2.3 電話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項】

2019年 10月 3日助理司庫代表協會致電魏定永有關其兄

會員魏定華(567L)的近況。

2019年 10月 18日副主席代表協會致電慰問會員李沛霖。

福利組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上次會議記錄 2.4項】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 2019年 11月 6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代表協會出席在北角亷政公署總部大樓(地點暫

定)舉行之上述第 58次座談會，主席將在下次會議匯報有

關事項。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2.5 周年會員大會暨 21周年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有關於 2019年 10月 30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

行之周年會員大會暨 21周年聯歡晚宴，已定為 32圍，其

中包括招待貴賓之 3席以 36位長檯型式擺設。每席收

$3,698，另加長檯服務費$900，其他細節安排如下：

主席

秘書

委員服裝： 會服

大會司儀： 助理司庫及委員王奉歧

義務攝影： 廖志聰、吳旭群、陳佑強及朱偉忠

卡拉 OK ：助理康樂主任

禮品安排： 助理秘書、助理康樂主任

幸運抽獎 秘書

訂購紅酒： 主席負責訂購紅酒 60枝
酒水小食： 司庫負責購買威士忌 8枝、蘇打水 24罐及佐

酒小食

收取席費： 助理秘書、委員顏漢發、會員李煥華負責安

排在席間向會員收取席費

每席小費： 司庫負責結賬及支付現金小費$2,000

節目表

5:30 周年會員大會

6:30 酒會

7:50 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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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司儀宣佈晚會開始及致歡迎詞

主席致詞、海關關長致詞

海關關長聯同委員祝酒

8:15 抽檯獎(暫定 6 份 - 手錶、小枱鐘、君蘭禮餅

券兩份及$50百佳禮券两份)
8:10 晚宴開始 (席間卡拉 OK)
9:00 幸運抽獎

10:30 晚宴完畢

註: 當晩若交通地鐵等宣佈在 10時會停開，晚宴會提早

完結讓嘉賓們能在 9:30 前離開。

2.6 採用電子通告可行性【上次會議記錄 2.6】
康樂主任報告，截至本年 9月 30日，本會共有 713名會

員，有關周年晩宴及周年會員大會通告已於 10月 2日向

597名以WhatsApp傳送，除 45人拒絕接收通告外，亦有

71名以郵遞寄發，為此除响應環保外，更大幅度節省因

以往郵寄開支的 90%。

秘書

2.7 第 24屆退休公務員旅行【第七次會議記錄 2.8】續議

康樂主任報告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辦之第 24屆退休公務員

旅行定於 2019年 11月 8 日(星期五) 舉行，我會獲分配

的名額為 40人。如屬退休公務員每位團費為$125，而同

行人士為$175。正、副主席、康樂主任、秘書及助理司庫

將參加是次旅行，費用由協會支付。助理康樂主任會將參

加者名單及報名費用$5,450- 在 10月 21日交到公務員事

務局，座位編排則由助理司庫負責跟進，此項作結。

助理

康樂主任

助理司庫

2.8 香港海關工協會廣西參訪團【上次會議記錄 4.3】
下列本協會委員/配偶和會員將代表本會與其他香港海關

工協會參加 2019年 11月 1-4日由中聯辦協辦之『香港海

關工協會廣西 4天參訪團』：

(1) 副主席譚錦泉

(2) 司庫盧應權

(3) 盧太

(4) 委員顏漢發

(5) 顏太

(6) 會員王志明

(7) 會員黎大明

(8) 會員劉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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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次參訪團將會官式拜訪南寧海關，故參加的海關工

聯會將聯同購買紀念品致送南寧海關，每工會將分擔 550
元，副主席建議該費用由本協會支付，建議獲與會者一致

贊同。此項作結。

3.1 委員李復華辭任委員職務

委員李復華在會前親身說明因私人理由而辭任委員職

務，委員會接受其辭職，秘書根據 2018年 10月 30日的

第八屆委員選舉結果聯絡會員黃永健(458)(第二候補委

員) ，經諮詢後並得到他確認接受繼任委員一職。委員製

服上裝贊助信已由立席發出，黃永健已被通知在 10月 30

日 21 周年會慶日以委員身份出席活動。

秘書

4. 其他事項

4.1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第九屆(2019-2021)執行委員會就

職典禮

副主席和委員顏漢發將代表協會出席 2019年 10月 29
日(星期二) 在九龍荔枝角蝴蝶谷道五號懲教署職員

會所 2 樓禮堂舉行之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第九屆

(2019-2021)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4.2 香港水警退休人員會 2019年秋季會員聚餐聯歡會

主席、司庫將代表協會出席 2019年 10月 31日(星期

四)在旺角彌敦道 612 號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香港

水警退休人員會 2019年秋季會員聚餐聯歡會。賀禮

$800-。

4.3 委員朱廣鴻申請病假缺席
委員朱廣鴻要求缺席會議 6個月，如健康許可則會照常

出席，眾委員並無異議。
負責人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年 11月 23日 (星期六) 下午 2時在香港

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秘書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19年 11月 10日

3. 新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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