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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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六年七月十六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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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衍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缺席者: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六年六月十八日之第二十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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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內收入$182,000.00，支出

$2,322.95，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88,089.48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88,0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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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分別於今年 7 月 2 日和 7 月 16 日致電慰問會員李湛典

和會員梁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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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

席在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舉行之上述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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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會議已收到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之

請柬邀請各退休公務員協會出席他們於今年 9 月 3
日(星期六) 在澳門萬豪軒酒樓舉行之聯歡晚會。每

協會將派 3 名代表出席。藉此機會，聯席會議已安

排在當日上午拜訪澳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恤金人

士協會，隨後參加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聯

歡晚會。 

 

  2.4.2 「銀髮眼睛明亮保護」講座及晚宴  
   有關聯會於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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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述講座及晚

宴，已收到有 120 人報名參加，而每位席費調整至

HK$260。 

 

  2.4.3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6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在紀律部隊人

員康樂中心舉行，正、副主席將代表協會出席。 
 

    
 2.5 18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有關邀請現任 19 位名譽會長續任一事，至今收到 14 位回

覆續任，5 位拒絕。續任名譽會長中，還有 3 位尚未收到

贊助金，主席將跟進。而新任名譽會長共有 2 位，他們是

黃億民博士和李鋈發先生。 

主席 

 

  已定於 8月 18日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周年聯歡晚宴暨

會長委任典禮，將有 32 席，每席特價$3,280，當晚助理康

樂主任將安排協會義務攝影師為出席會員影半身相，日後

用以製作新會員証，而其他細節安排將在下次會議討論。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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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6 會員資料更新進度【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更新會員資料表格將連同會訊一併寄給會員填寫寄回或在

周年聯歡晚宴暨會長委任典禮當晚交回，新表格要求會員

提交半身相片是用於製作新會員証，助理秘書負責設計新

會員証及尋找証件製作公司。 

康樂主任

秘書 

    
 2.7 本年度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 【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待公務員事務局正式書面通知，由康樂主任負責跟進。 康樂主任 
    
 2.8 委員服飾更換津貼【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有關康樂主任建議發放委員服飾更換津貼一事，再提出討

論，除了正、副主席及秘書在上次會議已表態認為不需要

補貼外，其他與會者有不同意見，最終，否決建議，此項

作結。 

 

    
 2.9 香港海關周年餐舞會【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有關今年部門將於 11 月 18 日(星期五)在香港會展舊翼舉

行周年晚宴，主席將預訂兩圍，如以往，邀請協會名譽會

長/配偶出席，來答謝他們對協會歷年來的支持。 

主席 

    
 2.10 招募義工【上次會議記錄 4.3 項】  
  有關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招募 30 名義工於今年 11 月 10 日

至 14 日在赤鱲角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3 千至 5 千人之五天

獅子會大會擔任出席人士入埸證檢查工作一事，助理康樂

主任回覆至今未收到有人士對此義務工作有興趣，主席請

助理康樂主任繼續協助招募。 

助理 

康樂主任 

    
3. 新議事項  
 3.1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  
  2016 年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聯歡晚宴，暫定於 10 月 27

日(星期四) 舉行。埸地有以下三個建議作考慮： 

(1)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2) 香港北角馬寶道 33 號馬寶廣場三樓新光宴會廳；及 

(3) 九龍旺角倫敦大酒樓 

 

  助理康樂主任將負責搜集合適而較便宜的菜單，才作研究

及討論。 
助理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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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3.2 旅遊活動檢討  
  康樂主任提出以下之建議：  
  交通工具： 旅遊巴為主，原因是人數太多，安排訂購機

位、高鐵和動車票有困難。 

 

  參加資格： 只限會員，不考慮接受其他人士參加。  
  接受報名： 由一位委員負責。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永遠會員李世華(088L)於今年 6 月尾與世長辭，喪禮將於 7

月 21 日晚上在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翌日上午舉殯。協會

將致送花圈吊唁。又會員任景華(727) 亦於今年 6 月 30 日

與世長辭，喪禮將於 7 月 26 日晚上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501
室設靈，翌日上午舉殯。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4.2 名譽會長離世  
  名譽會長何謂熾先生於今年 7 月 7 日與世長辭，享壽八十

有六，喪禮將於 7 月 16 日晚上在北角香港殯儀館設靈，翌

日上午舉殯。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會後備註：主席與秘書在當日下午五時於會後代表協會到

香港殯儀館致祭。] 
 

    
 4.3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 

關聖帝君寶誕暨會員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秘書、助理秘書、委員張仔和黃衍將於今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 代表本協會出席上述聯會在尖沙咀麼

地道半島中心德興火鍋海鮮酒家舉行慶祝丙申年關聖帝君

寶誕暨會員聯歡晚會。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6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在香港北

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由於核數小組成員

無暇出席是次會議，康樂主任將邀請他們出席下次會議。 

康樂主任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6 年 7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