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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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五十分至四時二十分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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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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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仔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列席者: 顏星全先生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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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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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通過二○一三年十月十九日之第三十六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在 2013 年 10 月份內收入$180,416.00，支出 

$44,679.20，至 10 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61,931.42  
儲蓄戶口： $3,653.34  
現金：   24.9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65,6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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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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委員譚金球於 11 月 9 日致電慰問會員何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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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委員張仔、黃衍與譚金球於 201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

中心舉行之上述座談會，副主席匯報會議主要討論事

項如下： 

 

 (1) 政府公務員診所 - 電話預約  
  聯會秘書已與醫管局溝通，獲知各診所有預留

長者專籌，供 65 歲或以上患偶發性疾病的長

者透過電話預約，以使長者較易獲取門診服

務。至於年長退休公務員在致電政府公務員診

所預約看醫生時有困難一事，醫管局有計劃去

研究豁免 80 歲或以上退休公務員電話預約，

隨時可前往求診，待落實。 

 

 (2) 設午宴答謝公務員事務局  
  聯會將於 12 月 5 日(星期四)設午宴答謝今年 1

月 30 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和公務員事

務局秘書長黃鴻超之午宴，地點暫定廉政公署

總部大樓會所。正副主席將會出席，其他有興

趣出席之委員可向主席報名。 

 

 (3)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日期為 2014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 中
午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正副主席、

委員張仔、黃衍與譚金球將會出席。 

 

   
2.5 「會長之夜」 【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有關於今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

會所舉行之「會長之夜」，至今已獲張雲正關長和 6
位嘉賓答允出席，還有十多名嘉賓待覆。當日即時訂

了 2 席(每席$2,500)，2 位素食(每位$200) 。 

主席 

秘書 

   
2.6 公務員事務局「第十八屆退休公務員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有關於 11 月 8 日(星期五) 舉行之蒲台島及鯉魚門旅

行，助理康樂主任匯報有 29 人參加，1 人缺席。有委

員建議本協會明年可舉辦同類之本地一天遊，康樂主

任跟進。 
 

 

 

康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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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7 周年會員大會暨同樂日聯歡晚宴【上次會議記錄 2.7 項】 
 於 10 月 28 日(星期一) 在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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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歡晚宴已完

滿結束。出席周年會員大會之委員和會員有 130 人，

而共晉晚宴有 240 人，包括普通會員/配偶 233 人、

聯繫會員 3 人及其他人仕 4 人。收入共$11,800。支

出共$38,594.80 (包括酒席$36,053.00、貼士$1,000.00 
及紅酒/小食$1,541.80)，協會補貼了$$26,794.80。此

項作結。 

 

   
2.8 秋季旅遊 【上次會議記錄 2.8 項】  
 康樂主任匯報有 130 人報名參加於 11 月 20 日(星期

三) 出發之《愛遊假期》桂林「龍脊梯田」純玩美景

4 天團，包括 6 位委員、96 位會員/配偶、10 位聯繫

會員/配偶和 18 位其他人仕。 

 

    
2.9 2013-2014年度核數小組成員 【上次會議記錄3.1項】  
 會員梁積慶、鄭向華和孫紹榮已答允出任下年度核數

團成員。 

秘書 

 
2.10 香港海關周年餐舞會【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有關部門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在香港會展

舉行周年餐舞會，主席已訂了 20 位及將邀請數位協

會名譽會長、法律顧問與其夫人，由主席與夫人、秘

書與夫人及副主席陪同出席。 

主席 

秘書 

 
3.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2014 年新春聯歡晚宴 
明年新春聯歡晚宴將於 2014 年 2月 27日(星期四) 農

曆正月二十八在九龍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五樓舉

行，將預留 36 席。 

 

 

    
3.2 取消儲蓄戶口把款額轉存支票戶口  
 司庫謂協會存在香港匯豐銀行之儲蓄戶口因在過往

18 個月沒有存取而被扣去每月行政費$50，故建議取

消該儲蓄戶口，把款項轉存入支票戶口。建議獲通

過。司庫跟進。 

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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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4.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4.1   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周年晚宴 
正副主席將於今年 11月 27日(星期三) 代表本協會出

席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在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之周年晚宴。 

 
 

 
4.2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就職典禮 

副主席將於今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代表協會出席香

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假黃大仙

富臨皇宮大酒樓舉行之會員聯歡晚會暨就職典禮。 

 
 

 
4.3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周年會慶 

主席、委員陳煜榮、黄衍及譚金球將於今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代表本會出席香港海關關員工會在尖沙

咀皇府酒樓舉行之 35 周年會慶。 

主席 
 

  
4.4   義工招募 

主席謂名譽會長陳延邦爵士, MH 招募義工於今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 下午一時半在銅鑼灣東角道擔任人
羣管制工作，委員黄衍及譚金球答允參與。 

主席 

黄衍 

譚金球 
 
5.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第六屆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將於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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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