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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四/二○一八年度第七屆委員會 

第十九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五時四十分至晚上七時 

地點: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銅鑼灣廣場二期 2 樓潮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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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煥華先生 助理司庫 

 盧應權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者) 

 蔡就生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黃大勤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張仔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缺席者: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六年四月十六日之第十八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6 年 4 月份內收入$169,724.00，支出

181,559.6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20,804.8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220,806.22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家訪會員。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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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福利組由上次會議至今沒有致電慰問。 福利組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 暨 香港各退休公務員協會 

聯席會議【上次會議記錄 2.4 項】 
  正、副主席於 2016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

席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37 次座談會，主

席匯報聯會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主席 

副主席 

  2.4.1 拜訪澳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恤金人士協會  
   聯席會議計劃於今年 9月 3日(星期六)上午拜訪澳

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恤金人士協會，其後晚上

參加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聯歡晚會，每

協會名額 3 位。 

 

  2.4.2 香港懲教學員結業會操  
   香港懲教署人員總工會退休組潘志明建議邀請聯

席會議各會委員出席香港懲教署於 2016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 在赤柱懲教署訓練學校舉行之學員結

業會操。待收集各會出席名單後再向署方聯繫。 

 

  2.4.3 「銀髮眼睛明亮保護」講座及晚宴  
   聯會將於今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晚上在北角香

港廉政公署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上述講座及晚宴，

主講嘉賓為視光學專家羅家建博士，席費每位

HK$250，歡迎各會友向主席(9882 5858) 報名參

加。 

 

  2.4.4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6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在北角城市

花園酒店舉行，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 
 

    
 2.5 2016 年度首次旅遊活動【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於 5 月 8 日(星期日)出發之『梅州客天下、河源』純玩 3

天團，已完滿結束，共有 180 人參加。獲一致好評。唯有

團友反影：「由於每段車程稍長，而眾團友都是長者，建議

安排中途服務區景點，輕輕鬆鬆再繼續行程。如由梅州去

河源需時兩小時多。而到河源餐廳時便要排長龍。使到有

些團友存有心理壓力。上車前不敢飲水、用餐時不敢多飲

湯水或啤酒、等等。」。 

有關收支和補貼數目，司庫將於下次會議才匯報。 

 
 
 
 
 
 
 
 

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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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6 會所餐飲承辦商慶祝五周年聯歡晚會【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有關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之餐飲承辦商 - 「金舫餐飲有

限公司」於 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舉行之慶祝五周年
聯歡晚會，有下列名譽會長出席： 

張森全先生、 
張德忠先生夫人和 
黄炳生先生 
王文漢博士（2 位） 
謝小寧女士（3 位） 
陳延邦爵士 
林靄嫻女士 
劉石達先生夫人 

 

  除助理司庫和委員陳煜榮外，其餘 11 位委員皆出席陪客。

此項作結。 

 

    
 2.7 18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主席謂海關關長鄧忍光太平紳士已答允出席 8 月 18 日(星

期四) 舉行之 18 周年聯歡晚宴及主持名譽會長委任典禮，

但不會致詞。而邀請現任 19 位名譽會長續任為 2014-2018
年度名譽會長信將於日內寄出。 

主席 

秘書 

    
 2.8 會員資料更新進度【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待 7 月中把《補充/更新會員個人資料表格》連同會訊寄給

各會員填寫後寄回本會。 
秘書 

    
 2.9 本年度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 【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助理秘書於 4月 19日(星期二) 代表協會出席在添馬政府總

部西翼 928 室舉行的退休公務員協會「第二十一屆退休公

務員旅行」會議。他匯報會議詳情如下： 

� 建議旅行日期為 11 月 11 日 (星期五) 及 11 月 18 日 
(星期五) 分別給與公務員團體及個別退休人員。 

� 名額分別為公務員團體 330 人及個別退休人員 330 人。 
� 經研究，最終選擇行程為「東龍島及鯉魚門」。 
� 落實後，公務員事務局將再郵寄通知本會主席。 

主席 

    
3. 新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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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海關關員結業會操  
  正、副主席於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代表協會出席

在香港海關訓練學校舉行之海關關員結業會操。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6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在尖東麼

地道 65 號安達中心 13 樓彩福皇宴婚宴專門店舉行，會後隨即出

席名譽會長謝小寧女士晚宴。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6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