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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一四年度第六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    

第一次會議記錄第一次會議記錄第一次會議記錄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一一一○○○○年十一一一一月十三三三三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十五分 

地點: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出席者: 陳振威先生    譚錦泉先生    朱廣鴻先生   

梁亦尊先生    盧應權先生    蔡就生先生  

  徐威俊先生    張仔先生    黃衍先生  

  譚金球先生    黃大勤先生    陳耀華先生 

缺席者:  陳煜榮先生      

 

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1.1.1.1. 互選第六屆委員會成員互選第六屆委員會成員互選第六屆委員會成員互選第六屆委員會成員    

1.1 第六屆新委員改選結果 

於二○○○○一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舉行之周年會員大會改

選第六屆新委員，結果選出上述諸位，一共 13 位委

員。[第六屆新委員改選結果在附頁。] 

1.2 會議召集人 

是次會議召集人為徐威俊，他稱他曾致電缺席委員陳

煜榮，而陳煜榮表示願意出任任何職務。徐威俊續稱

他擁有兩個投票權投選新委員會成員。 

1.3 選舉方式 

以暗票方式順次序選出主席、副主席、秘書、助理秘

書，司庫，助理司庫，康樂主任及助理康樂主任各一

名。結果如下： 

 職務 得票結果 選出 

 主席 陳振威 – 13 票 陳振威 

 副主席 譚錦泉 – 8 票 

盧應權 – 2 票 

陳耀華 – 3 票 

譚錦泉 

 秘書 盧應權 – 9 票 

蔡就生 – 3 票 

朱廣鴻 – 1 票 

盧應權 

 助理秘書 蔡就生 – 11 票 

黃大勤 – 1 票 

陳耀華 – 1 票 

蔡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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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司庫 朱廣鴻 – 11 票 

黃大勤 – 1 票 

陳耀華 – 1 票 

朱廣鴻 

 助理司庫 陳耀華 – 8 票 

梁亦尊 – 2 票 

黃大勤 – 3 票 

陳耀華 

 康樂主任 徐威俊 – 7 票 

黃大勤 – 4 票 

張仔   – 2 票 

徐威俊 

 助理康樂主任 黃大勤 – 8 票 

黃衍   – 4 票 

[廢票  - 1 票] 

黃大勤 

    

    

2222....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第六屆新委員會通過上屆於二○○○○一一一一○○○○年九月十一一一一日舉行之

第四十八次會議記錄。 

    

3.3.3.3.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3.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在 2010年 10月份內收入$22,000，支出

$4,843.20，至 10月尾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292,109.38  
儲蓄戶口： $5,053.26  
現金： $859.2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298,021.8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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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福利探訪。 福利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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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致電慰問。 福利組 

 

3.4 現任名譽會長續任 【上次會議記錄 2.4 項】    

協會還未收到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之捐獻支票，主席

再繼續跟進。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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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3.6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副主席匯報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

會於 2010 年 11 月 10 日舉行之第四次會議討論事項

如下： 

副主席 

 

3.6.1 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主席離職 

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主席陸啟鎏先生已離

任，現由副主席譚廣財署任主席。 

 

3.6.2 消防退休人員協會 

消防退休人員協會表示不會加入香港各紀律

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會。 

 

3.6.3 Families Clinic 
有一些政府 Families Clinic只接受現任公務

員求診。 

 

3.6.4 紀律部隊退休人員本地一天遊 

本協會在過往幾年都沒有參加公務員事務局

舉辦之紀律部隊退休人員本地一天遊，原因

是配額太少，只有 30位。聯會希望本協會委

員能夠參加，藉此活動多些聯系。康樂主任

屆時跟進。 

 

 

 

 

 

康樂主任 

下次聯席會議將於 2011 年 1月 12日(星期三)下午在

掃桿埔香港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副主席將聯

同委員張仔、黄衍及譚金球代表協會出席。 

 

    

3.7    海關總部寫字樓搬遷 【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康樂主任和委員黄衍會繼續跟進搬運協會物件到新

海關總部大樓 31 樓總部寫字樓之儲存室及購買儲物

柜事宜。 

康樂主任 

委員黃衍 

 

3.8 會員周年大會及第六屆委員會改選 【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是次會員周年大會共有 62 位委員和會員出席（佔全

體會員人數約 14.69%）。而選舉共有 29 名普通會員被

提名及願意參選。本會邀請海關職員關係課總關員王

奉岐先生監票，並即場宣佈選舉結果。是次收到選票

共 205 份，其中 2份是廢票。 

選舉於晚上八時十分完滿結束。隨即舉行自助晚餐。 

司庫匯報自助晚餐費用支付了$5,280 ($88 x 60)。此項

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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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3.9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召募義工 【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秘書將負責到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取有關宣傳單
張 、義工問卷及登記表格並送交委員張仔隨會訊一
併寄出。[會後備註：於 11 月 18 日秘書已取宣傳單
張及問卷。] 此項作結。 

秘書 

 

3.10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懷念宴 【上次會議記錄 4.4 項】 
協會將訂 2席於 12月 11日舉辦之香港海關高級官員

會所懷念宴，款待名譽會長。退任委員梁積慶亦將被

邀請出席。 

主席 

 

4.4.4.4.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會訊    

主席將發會訊通知會員有關下列事宜： 
1. 慶祝協會成立 12周年聯歡晚會暨名譽會長委任典

禮 
2. 會員周年大會及第六屆委員選舉 
3. 旅遊活動 
4. 義工服務 
5. 會員動向 

主席 

 
5.5.5.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5.1 2010/2011年度活動建議 

康樂主任建議 2010/2011年度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 地點  

28-30.12.10 五星級温泉 

美食三天遊 

(a) 河源、東莞 
(b) 恩平、江門 

 

15.2.11 新春聯歡晚宴暨 

第六屆委員就職典禮 

倫敦大酒樓  

11-14.5.11 春季旅行四天遊 湖南長沙高鐵  

19.8.11 慶祝協會成立 
13周年聯歡晚會 

倫敦大酒樓  

28.10.11 會員周年大會 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22.11.11 秋季旅行 (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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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建議，討論事項如下：  

(1) 秘書請康樂主任在他的建議書上加上 Budget『開

支預算』，康樂主任即時拒絕，原因是協會經費充

裕，無必要這樣做。除主席有正面回應外，其他

委員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2) 有關建議書第二項活動之新春聯歡晚宴選址，有

委員提議考慮北角新都會酒樓，這提議在下次會

議再作討論。 

 

 

5.2 二Ｏ一Ｏ年度壓軸旅行    

有關建議書首項活動，康樂主任謂是次為本年度之壓

軸旅行，他曾與香港達美旅遊(國際)有限公司聯絡並

取得有關《美食之遊》三天遊兩個團種之資料 – (a)

河源、東莞；(b) 恩平、江門，出發日期為 2010年 12
月 28日（星期二），團費每位大約$918。經討論，與

會者贊同車程較短之旅遊點，故通過改行程為『恩

平、東莞五星級温泉美食三天遊』。 

康樂主任並建議收費如下及獲通過： 

 

(1) 永久或普通會員/配偶 ：$700  

(2) 聯繫會員/配偶 ：協會津貼每人$38  

(3) 其他人仕 ：全數團費  

旅行通告將於 2010年 11 月 22 日發出，截止報名日
期為 12月 8日。 

 

秘書 

 
5.3 委員會職務組別建議 

康樂主任再呈上有關委員會職務組別建議書，與會者

閱後認為須要調整，助理康樂主任修改後，下次會議

再作討論。 

助理 

康樂主任 

 

5.4 贊助今屆兩位新委員會服 

主席將去信名譽會長蕭培煜先生請他贊助今屆兩位

新委員(黃大勤與陳耀華)會服。 

主席 

 

5.5 2010-2011年度核數小組成員    

由於上年度核數小組成員不宜連任，故主席建議邀請

頭 3 位後補委員-- 黃永健、李換與鄭向華 出任

2010-2011年度核數小組成員，建議獲委員會通過。

秘書會跟進致電及發邀請信正式通知小組成員出席

下次會議。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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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5.6 出席香港海關人員總會聯歡晚會 

主席匯報他與副主席代表協會出席香港海關人員總

會於 2010年 11 月 12 日在北角新都會酒樓舉行之慶

祝成立十五周年會慶聯歡晚會。 

 

 

5.7 CESSOM Annual Dinner 2010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將於 2010年 12月 17日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Meeting Room N101舉
行周年聚餐。一如以往，主席建議藉此機會邀請

協會名譽會長出席，以答謝他們對協會的支持，

建議獲委員會通過。陪客有正副主席、司庫、秘

書及助理康樂主任。 

[會後備註：主席已於 11月 28日邀請得下列協會

名譽會長及法律顧問出席: 

1. 永遠名譽會長康寶駒先生夫人 
2. 名譽會長鄭應南博士夫人 
3. 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夫人 
4. 名譽會長劉石達先生夫人及女兒 
5. 名譽會長林靄嫻小姐及 2位朋友 
6. 名譽會長王文漢博士夫人 
7. 名譽會長黄炳生先生 
8. 名譽會長余啟繁先生夫人 
9. 法律顧問尹學偉先生夫人] 

主席 

 

6666.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中午十

二時三十分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一一一○○○○年十一一一一月二十一一一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