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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二○一四年度第六屆委員會 

第二十四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一二年十月十三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三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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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廣鴻先生  司庫 

 陳耀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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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亦尊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金球先生 委員 

 張仔先生 委員 

列席者: 何海靖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李換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孫紹榮先生 會員(核數小組成員) 

 劉柏葉先生 會員 

缺席者: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負責人 

1.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委員通過二○一二年九月八日之第二十三次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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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 9 月份內收入$7,500，支出

$706.40，至 9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42,381.16 
儲蓄戶口： $5,053.32 
現金： $71.8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數： $1,347,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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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2 福利探訪 【上次會議記錄 2.2 項】 

主席於 9月 21日與聯繫會員余烱焰家訪會員林筍悠。 福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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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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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主席與委員譚金球於 2012 年 9 月 12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掃桿埔香港紀律部隊人員康樂

中心舉行之上述座談會，主席匯報會議主要討論事項

如下： 
(1) 會議召集人 

通過本會主席出任為聯席座談會召集人，由下

次會議開始，為期一年。而方正中(懲教署退

休會)續任為義務秘書。 
而本會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担任聯席座談會之

聯絡人。 
(2) 探訪公務員事務局退休組 

現時公務員事務局退休組有一會議室可供給

聯席座談會舉行例會，但聽聞該會議室較細，

故計劃到訪公務員事務局爭取較大地方開會。 
(3) 部隊結業會操 

義務秘書方正中建議各部隊如有新學員結業

會操舉行時，邀請聯會各紀律部隊退休人員協

會代表出席。 
(4)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 2012 年 11 月 14 日(星期三) 下
午舉行，地點待定。正副主席、委員張仔、黃

衍與譚金球將會出席。 
 

2.5   公務員事務局之 11 月 2 日「第十七屆退休公務員旅行」 
【上次會議記錄 2.7 項】 
有關上述「荔枝窩、吉澳及鴨洲」旅行，康樂主任報

告共有 19 位報名參加，包括 11 位香港海關退休人員 

3 位華員會會員和 5 位會員朋友。多餘配額將退回公

務員事務局另作安排。此項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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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6   會員動向【上次會議記錄 2.8 項】 

永遠會員張家起先生於今年 9 月 15 日與世長辭，喪

禮已於 9 月 25 日在紅磡世界殯儀館舉行，協會致送

花圈吊唁。 

秘書報告由上次會議至今有 2 位部門退休同事何美蓮

女士和胡考明先生加入成為永遠會員。 

而至今協會共有會員 515 人。包括 472 位普通會員(其
中 349 位是永久會員)、2 位配偶會員、3 位永久配偶

會員及 45 位聯繫會員。 

秘書

 
2.7   「會長之夜」 【上次會議記錄 2.9 項】 

祝賀名譽法律顧問鍾沛林律師、協會好友劉漢華先生

及名譽會長張德忠先生受勳之「會長之夜」已定今年

12 月 12 日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行。張雲正關

長已答允出席。與會者同意主席之建議特製協會盾牌

送給以上三位受勳者留念，訂購盾牌最少 25 個，每

個$290，另加頂部銅片蝕刻文字每件$50。將由秘書

負責安排訂購及發邀請咭。 

主席

秘書

 
2.8   樂善‧蓮香 中秋夜[9 月 28 日] 【上次會議記錄 3.1 項】 

出席上述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活動有本會名譽會

長張德忠伉儷、劉石達伉儷、黃炳生先生、廖錦清先

生、好友劉漢華先生、正副主席、秘書和康樂主任。

此項作結。 
 

主席

2.9   周年會員大會暨同樂日 【上次會議記錄 3.2 項】 
報名出席於 10 月 31 日在北角馬寶道金龍大酒樓三樓

舉行之周年會員大會暨同樂日之會員甚為踴躍，估計

將超過 20 席。名譽會長何謂熾先生已答允送出紅酒

24 支。秘書與助理康樂主任將負責安排此大會。 

秘書

助理

康樂主任

 
2.10  秋季旅遊 【上次會議記錄 3.3 項】 

康樂主任從《愛遊假期》取得下列行程及團費資料給

與會者參考： 

甲、 桂林「龍脊梯田」純玩美景 4 天圄 
乙、 德天跨境大瀑布 4 天圄 
丙、 廬山景德鎮三清山 4 天圄 
丁、 「湖南郴州」高鐵 4 天團 

康樂主任



 4

經討論，考慮到團費、景點和車程，一致通過選擇丁

項、「湖南郴州」高鐵 4 天團，詳情如下： 

出發日期： 2012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三) 
每位團費： (1) 會員/配偶 ：$1,500  

(未包小費) (2) 聯繫會員/配偶 ：$1,730  

 (3) 其他人仕 ：$1,798  

集合： 上午 8時 30分深圳福田口岸 (乘港鐵落

馬洲線) 

預留名額： 120 個 

發信日期： 2012 年 10 月 19 日(星期三) 
截止報名： 10 月 30 日 

 
3. 新議事項  

 
3.1   部門周年餐舞會 

主席謂今年部門周年餐舞會將於 12 月 20 日(星期四) 
在香港會展舉行，如過往，主席建議邀請下列協會名

譽會長/配偶出席: 

永遠名譽會長康寶駒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 

名譽會長林靄嫻女士 

名譽會長王文漢博士夫人 

名譽會長劉石達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余啟繁先生夫人 
名譽會長李鉅能先生夫人 

律師顧問尹學偉先生夫人 
主席跟進。 

主席

 
 

4.    其他事項  
 
4.1 每月聯誼聚餐 

繼每月在新東江酒樓聯宜聚餐因於今年 6 月酒樓結業

而停辨後，委員張仔代會員梁洪英提出希望能恢復此

項聚餐活動，可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行。經討

論，協會可補貼參與會員和其配偶每位$30，待張仔

轉告會員梁洪英考察才落實。 

委員張仔

 
 
 
 



 5

負責人 
 
5.    下次會議日期 

 
第六屆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將於二○一二年十一月十日

(星期六) 下午二時三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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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應權  主席：陳振威 
 
二○一二年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