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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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七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三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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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榮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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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七月十五日之第三十二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17 年 7 月份內收入 $3,400.00，支出

$1,293.9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52,829.07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52,8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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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致電慰問以下會員:- 福利組 

  日期 致電委員 會員  

  7 月 16 日 助理康樂主任 袁錦明(358)  

  7 月 20 日 康樂主任 陳慧英(249)  

  8 月 1 日 助理康樂主任 黃永健(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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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將於 2017 年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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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次座

談會，會後再由主席匯報有關事項。 

 

    

 2.5 19 周年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有關於8月16日(星期三)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聯歡

晚會禮，細節安排如下： 

 

  委員服裝： 會服  

  大會司儀： 助理康樂主任  

  義務攝影： 會員孫紹榮、朱偉忠、葉耀成  

  卡拉 OK ： 助理康樂主任  

  禮品安排： 助理秘書  

  訂購紅酒： 主席負責訂購紅酒 120 枝  

  酒水小食： 秘書負責購買威士忌 8 枝、蘇打水 24 罐及

佐酒小食 

 

  收取席費： 助理司庫、委員黃衍負責在席間向會員收

取席費 

 

  每席小費： 司庫負責結賬及支付每席現金小費$70  

   節目表  

  6:30 酒會  

  7:50 入座  

  8:00 司儀宣佈晚會開始及致歡迎詞 

主席致詞、海關關長致詞 

海關關長聯同委員祝酒 

 

  8:15 抽檯獎(暫定 5 份 - 手錶、君蘭月餅、君蘭

芝麻餅、君蘭合桃酥餅及$50 百佳禮券) 

 

  8:10 晚宴開始 (席間卡拉 OK)  

  9:00 幸運抽獎  

  10:30 晚宴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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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6 公務員事務局退休公務員秋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有關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第二十二屆退休公務員旅行」

之本地一天遊，康樂主任匯報已收到公務員事務局 8 月

1 日來函，落實詳情如下：  

康樂主任 

助理 

康樂主任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名額： 本協會 33 人  

  景點： 包括印洲塘海岸公園、荔枝窩、鴨洲及吉澳  

  集合： 早上 8:45 港鐵東鐵線大學站外近美心 MX                                 

  團費： 退休公務員每位$85，而同行人士每位$118  

  理理康樂主任負責會員報名及收取費用，康樂主任將於

10月 13日通知公務員事務局本協會參加名單及於 10月

20 日繳交所須費用。 

 

    

 2.7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 【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有關定於 11 月 1 日(星期三) 舉行之 2017 年周年會員大

會暨同樂日聯歡晚宴，助理康樂主任已向九龍旺角倫敦

大酒樓預訂了 15 圍菜單，每席$2,600，收費如下： 

會員       每位$100 

會員配偶    每位$150 

聯繫會員及其配偶 每位$200 

其他人士    每位$250 

助理 

康樂主任 

  節目將有麻雀耍樂和卡拉 OK，歡迎會員攜同配偶及親

友參加。 

 

    

 2.8 拜會新任關長鄧以海先生【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正、副主席、秘書與康樂主任於 2017 年 8 月 9 日(星期

三) 中午前往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

員會所拜會新任關長鄧以海先生及與副關長連順賢先

生和助理關長李漢文先生在會所共晉午餐。此項作結。 

主席 

    

 2.9 普通會員會籍的處理【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福利組已致電慰問尚未交 2017-2018 年度會費之會員去

了解情況，結果，有些會員答允將在 19 周年聯歡晚宴

繳交，但還有 29 位未能聯絡，而他們的會籍將被注銷。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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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10 印刷晚宴邀請卡【上次會議記錄 3.4 項】  

  秘書已向以往之供應商訂製了協會晚宴邀請卡800套及

多訂 200 個信封備用，價錢$3,500，估計可供未來 4 年

之用。此項作結。 

秘書 

    

 2.11 香港海關周年餐舞會【上次會議記錄 3.5 項】  

  有關部門於 12 月 15 日(星期五)在香港會展舉行之周年

晚宴，主席已預訂 16 位，主席將邀請協會名譽會長/配

偶出席以答謝他們對協會歷年來的支持。 

主席 

    

3. 新議事項  

 3.1 秋季旅遊  

  由於考慮到今個下半年的康樂活動己頗為頻密，包括會

慶聚餐、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聯歡晚宴及退休公務員

旅行，故暫停秋季旅遊，並籌備明年春季跨國/跨省旅

遊。此項作結。 

 

    

 3.2 調整聯繫會員的入會費  

  有委員建議調整聯繫會員入會費由現時$300 加至

$500，即時生效。經投票，有 10 位委員贊成，2 位反

對，1 位棄權，建議以大比數通過。 

 

    

4. 其他事項  

 4.1 會員離世  

  會員李仕標(076)於今年 7 月 18 日與世長辭，喪禮已於

8 月 5 日晚上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翌日上午舉行出

殯禮。協會致送花圈吊唁。 

 

    

 4.2 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之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和秘書將於今年 9 月 3 日(星期日) 代表本

協會應邀出席澳門海關(水警) 退休人員協會在澳門萬

豪軒酒樓舉行之 4 周年會慶聯歡晚會，船票自費。 

 

    

 4.3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聯歡晚會  

  正、副主席、康樂主任與秘書將於今年 9 月 8 日(星期

五) 代表協會出席香港海關官員協會在北角海關總部

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之 41 周年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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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7 年 9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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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7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