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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第四十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至四時三十五分

地點： 香港海關總部高級官員會所

參與者: 陳振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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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漢發先生 康樂主任

陳明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徐威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請假：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朱廣鴻先生 委員

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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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1 日舉行之第四十三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22 年 6 月份收入$2,000.00，支出$2,037.00，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614,674.16
現金： $0.0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614,674.16

司庫補充 6月份收入之$2,000.00是 4位永久會員陳志輝先

生(923L)、鄭嘉慶先生(924L)、何志明先生(925L)和鍾寶華

女士(926L) [每位$500.00]入會費。而支出之$2,037.00 是

$20.00 銀行戶口郵寄月結單費用；訂購 1 個花圈$350.00
敬輓離世會員陳國強(306L) ；秘書購買 1套Brother Printer
Ink @$535 及 100 個$2 郵票(共$735.00)和委員會在海關會

所舉行 6 月份例會用膳費$932.00 (包括 7 位委員+ 2 位核

數組成員+1 位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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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鑑於疫情仍然嚴峻，福利組自上次會期至今未有探訪。 福利組

2.3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以下是致電慰問會員詳情： 福利組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委員徐威俊 9/7 - 10/7 會員周蔭良先生(041L)
會員李蔭寧先生(089)
會員李楚奇先生(072L)
會員蒙柏全先生(548L)家人

會員劉華生先生(210L)家人

康樂主任 15/7 會員馮彥生先生(607L) 無人接聽

會員馮新權先生(324L) 已邀請加

入群組

17/7 會員王連華先生(45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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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報告於 2022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聯同副主席、

司庫和秘書出席在香港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

會一樓西餐廳舉行之第 68 次「聯席會議」，由於疫情仍

然嚴峻的關係，「聯席會議」很多活動仍未能如期展開或

跟進。下次會議將於 202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暫定在九龍京士柏衛理道 8 號「香港政府華員會」禮堂舉

行。

主席

副主席

司庫

秘書

2.5 2022 周年會員大會及第九屆委員會改選 【上次會議記錄

2.5 項】

委員徐威俊報告本屆委員會任期將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結

束，按會章須留任至新一屆委員會於周年會員大會選出，

如無意外，今年之周年會員大會預計於 10 月下旬召開，有

關選舉工作亦要在未來 3 個月內完成。

按以往經驗，該項工作將由秘書負責，康樂主任協助，有

關工作按以下日程進行：

（1）候選人提名

27/7 & 28/7 發會員通告，安排不少於 4 名工作者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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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10/8 提名期

15/8 - 18/8 秘書確認提名

9/9 秘書確認候選人

15/9 秘書備候選人名單交海關福利組印製選

票並封存

( 2 ) 選舉

26/9 - 27/9 發周年會員大會通告及選票

28/9 設置票箱於海關福利組接收郵寄投票

25/10 召開周年會員大會

如疫情嚴峻則考慮延期。

2.6 跟進 5 位會員被取消會籍一事 【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由於該 5 位會員沒有按時續會，他們之會籍已按照會章被

撤消，故毋須再跟進，此項作結。

3. 新議事項
3.1 檢討銀行定期存款期

委員徐威俊提出檢討協會一百萬元定期存款一事，司庫回

應該一百萬定期存款已於去年 11 月 21 日第三十七次委員

會會議通過繼續定期存一年，而到期日為今年 11 月 24 日。

由於本屆委員會任期將於今年 9 月 30 日結束，故待新一

屆委員會才再檢討。此項作結。

4. 其他事項

4.1 建議由 8 月份起，例會改回每第 3 個星期六舉行

與會者原則上同意建議，因要配合職員關係課工作時段，

方便會務，故暫緩更改。此項暫結。

5. 下次會議

日期：2022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地點：(暫定)香港海關總部高級官員會所。

秘書

2022 年 7 月 23 日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