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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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五十五分

地點: 基於疫情反彈，是次例會改以家居 WhatsApp 電話形式進行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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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顏漢發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缺參與者: 朱廣鴻先生 委員(因他的手機未有安裝 WhatsApp)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0 年 6 月 20 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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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庫報告在 2020 年 6 月份收入$80,500.00，支票戶口支出

$912.20，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82,687.68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82,687.68

司庫補充 6月份收入之$80,500.00是一位新入會永久會員

的入會費$500.00 和 4 位續任名譽會長(梁偉浩先生、余啟

繁先生、鍾國宏先生及張寶成先生)之$80,000.00 捐贈

(每位$20,000.00)。而支出之$912.20，包括$20.00 銀行戶

口郵寄月結單費用和$892.20 用來購買 A4 紙和印墨及支

付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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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峻，福利組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福利

探訪。

福利組

2.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助理康樂主任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電話慰問會員林潤康

(067L) ；7 月 10 日電話慰問會員彭紀漢(104L)和陳樹鈿

(164L) ；及 7 月 15 日電話慰問會員佘慧玉(633L) 。

另外， 委員梁亦尊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電話慰問會員李

復華(843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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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和秘書於 2020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代表協會出席在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

級官員會所舉行之上述第 60 次座談會，主席匯報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a) 與公務員事務局的溝通

「聯席會議」決定發信邀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在八月初至中的日子共聚午宴，相互溝通及發表意

見。(會後註解)：基於疫情反彈，「聯席會議」在本

月 11 日決定押後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之午宴

安排。

另方面，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報告不斷收到各

持份者反映，一直未能成功電話預約兩所公務員中醫

診所中醫藥服務，故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於

2020 年 7 月 3 日去信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詢

問有關 18 間診所服務水平、使用量、中醫培訓事宜

及診症名額是否得以充分善用等。

(b) 公務員及退休公務員購買內地樓盤可獲優惠

據知建樓工程已進行中，華員會區英俊會跟進及報

告。

(c) 中醫八折優惠

有友會會友提供中醫優惠，該中醫的姓名、履歷、診

症時間、預約電話和收費表皆在本會議記錄附件，各

委員暫時未有結論應否推介給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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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d) 廉政公署案子新書

為響應廉政公署成立 45 周年，廉政公署現職和退休

人員編撰了一本書《敢教日月換新天：香港反貪先鋒

的崢嶸歲月》記錄廉政公署人員過往偵查案子，每本

$81，可經召集人「廉退」吳炳國購買。

(e) 籌備春茗

聯席會議決定視乎疫情發展再定。

(f) 下次會議

日期：2020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
地點：北角廉政公署總部大樓 9 樓舉行

2.5 名譽會長捐贈【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續上次收到 4 位續任名譽會長寄上支票(每張$20,000) 及

存入協會戶口後，助理司庫已於 7 月 3 日把收到下列名譽

會長寄上支票存入協會戶口：

續任來屆(2020 至 2022 年度)名譽會長
(1)周禨存先生(捐贈$20,000)

(2)王德渭先生(捐贈$20,000)

(3)謝小寧小姐(捐贈$20,000)

(4)張德忠先生(捐贈$20,000)

(5)陳延邦爵士(捐贈$10,000)

(6)林靄嫻小姐(捐贈$10,000)

助理司庫

新任來屆(2020 至 2022 年度)名譽會長
(1)葉冠成先生(捐贈$20,000)

截至會議當天，協會共收到 10 位續任/1 位新任名譽會長

的捐贈。

2.6 原定 8月中舉辦的 22周年晚宴及 10月尾舉行的周年會員

大會【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由於疫情第三波爆發，預期政府會收緊防疫措施，餐飲業

一定會受不同程度影響，有見及此，康樂主任提議停辦今

年周年晚宴。而周年會員大會亦須延期舉行，根據會章，

周年會員大會須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召開，但在特殊情

況下，委員會可决定提前或押後召開，待下次會議討論。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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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1 按 2010 年 10 月 22 日海關總部高級參事致協會主席信，

向部門要求提供正式地方給協會使用

經討論，委員贊同暫時不需要向部門要求提供正式地方給

協會使用，此項作結。

4. 其他事項

4.1 永遠名譽會長何鴻燊博士離世

2020 年 5 月 26 日永遠名譽會長何鴻燊博士與世長辭，協

會致送花圈向何鴻燊會長悼念。在 2020 年 7 月 9 日。主

席和兩位會員夥同香港海關關員工會在當日下午 4:30 出

席何鴻燊會長在北角香港殯儀館的喪禮，兩個工/協會代

表一起向何鴻燊會長遺像鞠躬，然後兩個工/協會主席分

別獻花，在向主家親人致哀時，四太太梁安琪女士承諾會

繼續維持與兩個工/協會的友好關係，此項作結。

4.2 會員離世

會員陳慧英(249)於 2020 年 7 月 12 日與世長辭，喪禮訂於

7 月 26 日黃昏在紅磡世界殯儀館明愛堂設靈，翌日出殯。

協會將致送花圈吊唁。

5. 下次會議日期

基於疫情反彈，下次會議日期暫定為 2020 年 8 月 15 日 (星期

六) 下午 2 時，以家居電話會議形式進行。

秘書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20 年 7 月 23 日

3. 新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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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友好協會/組織會員優惠

以下診金，藥費，治療費均享有八折優惠：

首次診金 $200
診金 $150
針灸治療 $430
每日藥費 $90
推拿(45 分鐘) $300
拔罐治療 $150
艾灸治療 $150

附件

(i) 中醫的姓名、履歷

三好堂中醫藥診所

註冊中醫師 周榮富 博士
Dr. Chou Wing Fu Clarence
Register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Phd (GUCM), MCM (HKBU), BCM (HKBU),
PCCMGYN (HKUSPACE)
學歷：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 (針灸) 碩士

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針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醫婦科深造証書

現職：

香港公開大學碩士課程兼職講師及論文帶教導師(2016-2020)

曾任：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文憑課兼職講師 (2015-2016)
中文大學東華三院書院副學士課程兼職講師 (2012-2014)
仁濟醫院註冊中醫 (2008-2009)

曾任公職/義工

世界中醫聯合會內科專業委員會理事 (2013-2020)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執委會副秘書長 (2009-2017)
香港警察員佐級醫事顧問 (2016-2020)
香港青年協進會榮譽顧問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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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診症時間

三好堂中醫藥診所 診症時間：

星期一至六 9:30am - 1.30pm 3:30pm - 7:30pm
逢星期四，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預約電話：3486 7869
網址：www.3goodton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