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錄第二十八號 

各位會員： 

 

時值戊子鼠年正月，仍然是喜氣洋洋的新春時份，在此謹祝大家身體健康、笑口常開、萬事如意！ 

 

周年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暨聯歡聚餐 

周年大會訂於 20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正，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長官

會所舉行，誠邀所有會員踴躍出席，附上召開周年大會通告及委托投票書（附件一及二），未能出席的

會員請填妥委托書，郵寄到協會的辦事處（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266 - 268 號昌發大廈四樓一室）。

周年大會程序包括會務及財政報告等，招待嘉賓及會員的酒會於 6 時 30 分開始。 

周年大會完畢後，當晚隨後舉行聯歡聚餐，詳情如下： 

地點 ：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長官會所餐廳 

時間 ：晚上 7 時 30 分 

費用 ：會員餐券每位港幣 200 元正 ，非會員 220 元正（包括晚餐、名貴紀念品及大抽獎） 

報名 ：何國恩先生（9494 6304）、羅衍璋女士（9462 1245）或任何一位執行委員，或以傳真方式將回

條（附件三）傳真至 2367 1671 

娛樂 ：餐前麻雀耍樂於下午 2 時 30 分開始，會員可各自安排。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有限公司」的核數師報告節錄、資產負債表及收 

支計算表、會長年報等文件將於稍後寄出。 

有關政府提供給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條款 

就上期提出的個案：一位會員退休後擬受聘為政府合約司機，該招聘合約並無提供醫療福利。經查詢所

得，如果他接納該合約，就連他現在享有由政府提供給退休公務員的醫療服務都會被取消。公務員事務

局解釋，退休金法例規定，在退休金計劃下獲發退休金的退休公務員如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或受聘於補

助機構而該項服務在退休金法例下屬公職服務者，其退休金會暫停支付。根據政府現行暫停支付退休金

的政策，本會會員如接納政府工作合約超過 6 個月，他的退休金會暫停發放。 

根據政府的政策，退休後居於本港，並領取退休金或年積金，家屬若住在本港，亦享有各項醫療及牙科

褔利資格。但如當局根據《退休金條例》或《退休金利益條例》暫停支付退休金或年積金予退休公務員，

由於有關人員在這段期間並非領取退休金或年積金，因此他們本人及家屬均不符合資格享有醫療及牙科

褔利。 

本會認為政府雖有條文根據，但事件確實不合理，即退休公務員不應該在再服務政府時，失去原有的福

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必要檢討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政策。2008 年 1 月 22 日由香港退休公務員福

利聯誼會主持的季度研討會中，已討論過此事，各友會均支持向政府爭取改革此不合理情況。本會將再

起草一份促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關注此事的信函，加上各友會的意見然後寄出。 

另外，本會執行委員會亦關注到現時公務員和退休公務員得到的醫療福利，並非如政府當初答應給予最

好、最有效的藥物和服務，結論是應該多收集個案，在適當時候向公務員事務局如實反映，並提出改善

建議。 

向庫務署申報 / 更新合資格家屬的個人資料 

公務員事務局長於本年 2 月 20 日來信本會，告知我們醫療及牙科褔利資格核證系統(資格核證系統)第一

階段的工作，已在 2008 年 1 月 29 日順利推行。第一階段涵蓋退休公務員及其合資格家屬。在新系統啟

用後，退休公務員及其合資格家屬在醫院或診所求診時，無須再出示就醫申請表格庫務署表格笫 447 號

或退休金 /  撫恤金證。他們只須告知醫院 / 診所職員他們符合資格享用公務員醫療及牙科褔利，並出



示身份證明文件供職員查核，職員便會透過資格核證系統聯機查核他們是否符合資格。 

在推行資格核證系統初期，公務員事務局發現部份退休公務員仍未向庫務署申報 / 更新其合資格家屬的

個人資料 (如香港身份證號碼)。由於資格核證系統資料庫沒有這些退休公務員家屬的記錄，資格核證系

統無法核實他們的資格，因此他們在政府 /  醫院管理局的醫院和診所獲取免費的醫療及牙科服務時會

遇到困難。 

公務員事務局和庫務署已合力採取各項措施聯絡及提醒退休公務員，如會員中有仍未向庫務署更新其合

資格家屬的個人資料，便應從速辦理。庫務署的聯絡途徑如下：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1 樓 107 室 

庫務署退休金諮詢處 

傳真號碼：2519 3222 

電話號碼：2829 5113 或 2829 5114 

延續會籍提示 

光陰似箭，轉眼本協會已成立三年，又到延續會籍的時間了。除永久會員外，各位會員可登入本會網址

http://hk.geocities.com/fissaimm/ 的「申請表下載」欄下載「延續會籍」表格，簽妥後連同劃線支票寄回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5853 號。我們籲請會員趁機將會籍轉為永久性，轉為永久會員只需補繳費港幣 900

元。 

 

誠邀加入義工行列 

入境處義工隊經常舉行活動，本會會員可自由選擇合適的項目參加，詳情請參閱該隊網站

http://hk.geocities.com/immvolunteer/。 

 

協會的活動 

2008 年 1、2 月份的活動 

2008 年 1 月走訪龍脊及 2 月攀登太平山頂之行已圓滿舉行。要閱覽當天拍攝的大合照和其他相片，請登

入本會網址 http://hk.geocities.com/fissaimm/ 的「活動專區」欄。 

2008 年 3 月份行山 － 大帽山郊野公園至青龍頭 

3 月份的戶外活動，為大家選定的行山路線是大帽山郊野公園至青龍頭。大帽山郊野公園位於新界中央，

西面以荃錦公路為界。公園的東南面是主要的植林區，但因為大帽山地勢頗高，所以在高山區域只有草

叢及灌木叢，也植有作為防火界的相思樹。 

活動日期定於 2008 年 3 月 12 日，詳情請瀏覽本會網址之「活動專區」欄。 

 

定期活動 

本會繼續每星期在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預訂羽毛球場供會員練習，時間是每星期二由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及星期五由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費用每位每次 20 元。有興趣參加的會員可與本會

執委梁家靖先生聯絡（電話：6071 8186）。如要與其他會員聚舊，亦可在每星期二下午 1：30 時到該會

所中/西餐廳（視乎人數而定）參加午膳。 

本會亦會繼續安排每月最後的星期四晚於灣仔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的聚會，方便會員小聚，緬懷

一下在紀律部隊工作的時光。時間由下午六時至晚上 11 時，晚餐在長官會所餐廳。各會員可隨意到場，

無需預先報名參加，輕談淺唱，歡度一個快樂的晚上。 

 

 



會員優惠 

提供優惠給本協會會員的公司或機構，包括精美唱片有限公司、樂韻琴行、美酒無限、張國光耳鼻喉專

科醫生醫務所、名峰行有限公司、恆香棧、瑞祥洋紙文具公司、亞達志公司、創意城 228 家居協會、長

者安居服務協會、Ambassador 網上禮品公司等，詳細資料已上載於本會網站的「優惠福利」頁內。 

本會會繼續聯絡不同機構，爭取優惠褔利。會員如有提供，請隨時與任何一位執委聯絡。 

 

會員證 

新會員請查收隨本通訊錄發出的會員證和會費收據，如未有收到的，請與本會執委黃兆培先生（電話：

9196 8303）或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聯絡。 

 

聯絡方法 

會員如有查詢或意見，可致函本會郵箱，即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5853 號，或傳真至（852）23671671，或

電郵至 hkfissa@yahoo.com.hk。 

 

會長  彭鉅銓 

2008 年 2 月 28 日 



《附件一 : 召開周年大會通告 》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Former Immigration Service Staff Association Limite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he Thi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Former 

Immigration Service Staff Association Limited will be held on the following date, and at the following time and 

place namely: 

Date:         Thursday, 17 April, 2008 

Time:        5:00 p.m. 

Place:       Immigration Officers Mess on 20th Floor, Immigration Tower, Wanchai, Hong Kong. 

For the purpose of: 

 

1                Receiving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2                Receiving the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December 2007 

3                Appointing Auditor for the ensuing year 

By Ord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O Kwok Yan 

Secretary 

3 March 2008 

 

Note: 

1.    All Full Members and Life Full Members are entitled to attend and vote in the meeting. A member 

eligible to vote shall have one vote. 

2.    A member entitled to attend and vote at the meeting is entitled to appoint a proxy to attend and vote on 

his/her behalf. A proxy need not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3.    In order to be valid, the instrument appointing a proxy or attorney, if any, under which it is signed, or a 

notarially certified copy of such power or authority shall be deposited at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Association 

at Unit 1, 4th floor, Chong Fat Building, 266-268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九龍長沙灣道 266-268 

號昌發大厦四樓一室) before 4:30pm on Wednesday, 16 April 2008 (i.e.24 hours before the time appointed for 

the taking of the poll). 

4.  No Member shall be entitled to vote at any General Meeting unless all moneys payable by him/her to the 

Association have been fully paid. 

 

《附件二：委托投票書 》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Former Immigration Service Staff 

Association Limited 

Proxy Form for Annual General Meeting 

Made and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under Article 33 

 



I (Full name in block let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ing a Full Member / Life Full Member of Hong Kong Former Immigration Service Staff Association Limited 

hereby appoint 

(Full name in block let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 

failing him/her (Full name in block let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s my proxy to vote for me on my behalf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to be held on 

Thursday, 17 April 2008, and at any adjournment thereof. 

Signed this (Date)___________ (Month)____________  2008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回條》 

回條 

 

致：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 

傳真號碼：2367 1671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 

本人將會出席 □第三屆全體會員大會 □聚餐。 

本人未暇出席 □第三屆全體會員大會 □聚餐。 

【請在適用項目前的方格內加上√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 

 

注意： 聚餐費用，會員是每位港幣 200 元。非會員是每位港幣 220 元，入席時請預備現金繳付。 

請將回條於四月三日前傳真或寄付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5853 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