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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 通訊第五十九號 

Chinese Children Fund 最新情況 

自 2011 年 11 月會員特別大會通過接受管理命名為 Chinese Children Fund 的委託金

後，委員會展開一系列資料搜集，認識到要在國內獨立開展一項慈善事務有一定困

難。經研究正在幫助中國孩童的慈善組織，確定植苗基金的目標與 Chinese Children 

Fund 捐贈者的理念相同，都是為中國學生提供有關學業方面的資助。植苗基金會在

2006 年成立, 並在加拿大及香港均有註冊的慈善組織。 基金會主要目標之一是為成

績優異但經濟條件不足的中國學生, 提供繼續就讀的機會。目前的焦點是幫助廣西貧

困農村的高中學生。 

2012年 4 月本會委員其中五名成員，跟隨植苗基金每年一度的探訪團到廣西獲資助

的四間學校探訪，了解經費的使用及學生的情況。在中國，高中學生須支付學費及

其他學校費用。農村學生因學校距離住處太遠，更需要負擔學校宿舍及膳食費用，

對這些全年家庭收入不到四千元人民幣的農村家庭，教育的支出實在非常大。不少

學生因為貧窮的原故而要放棄學業。 

經委員會討論及詳細研究探訪報告後，一致決定參與植苗基金正在進行的項目，並

選定【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廣市桂平市石龍鎮石龍民族中學】的學生為資助對象。從

2012/13 年度起, 在該校高一、高二、高三班中選出成績優異但經濟條件不足的學

生，給予每人每學年 1,200元人民幣，以舒緩他們在學費及生活費上的負擔。植苗

基金會會協助將石龍民族中學全校撥給本會資助，該校獲資助的總人數每年不超過

150人。 

植苗基金會的網址是：http://gs-foundation.org。 會員如有興趣參加到廣西獲資助的

學校探訪及鼓勵受助學生，請留意日後的報告。 

公務員退休金 

由 2012 年 4月 1日起，公務員退休金及公務員遺屬撫恤金上調 5.7%。是項上調是根

據既定的機制，即參照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為止的 12個月內，平均每月的 CPI(A)

較之前 12個月上升 5.7% 而作出的。據了解，受惠的退休公務員及遺屬有 106,400

人，涉及款項約 7.21億港元。 

至於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 2012/13 年度的期初結餘為 243.7 億元，本年度的利息

收入預計為 13.7億元，因此基金的期末結餘預計將會達到 257.4億元，高於該年度

的 221.5 億元退休金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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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金於 1995 年成立以來，政府未有從基金支付任何款項，亦預期不需要在本

（2012/13）年度動用基金支付任何款項。    

特訊 

噩耗傳來，會員麥丹先生於本年5月下旬不幸病逝，本會代表已向其家人致以懇切慰

問。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薈賢廊」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社會科學院活齡學院正式成立一個由第三齡人士〈「第三齡人

士」指50歲以上，退下全職工作，無需長時間照顧家庭，且擁有健康、經濟能力及

時間，可以按個人喜好，自由發展興趣的人士〉組成並負責管理及推行的互助組織—

薈賢廊。現特展開宣傳，希望鼓勵更多第三齡人士實踐終身學習。 

 

薈賢廊的課程旨在推動互助互學精神及第三齡人士教育工作。課程設計強調以第三

齡人士的特質及學習需求為原則，具備知識性、實務性與優質生活品味課程以供選

擇，當中包括： 

 品味活力養生：運動、營養保健、中醫中藥 

 品味科技人生：電腦、攝影 

 品味休閒遊憩：遊學、導賞 

 品味藝文生活：音樂、園藝、舞蹈 

 品味實務教學：語言、心靈／人際關係、投資理財 

此外，為使自務課程能持續運作及不斷推陳出新，學院不單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課程

導師，更致力培訓第三齡人士成為薈賢廊寶貴的師資。培訓計劃目的是強化具備技

能的第三齡人士的教學技巧、課程設計能力及溝通技巧，讓他們得以有效地傳遞知

識及將技能授與他人，成為彼此的良師益友，共享學習成果。 

其他服務如義務工作發展及工作配對服務將陸續推出，請留意活齡學院網頁 

http://iaa.fhss.polyu.edu.hk/3rdage 以獲取詳情。近月之課程資料亦請到活齡

學院網頁參考。如有查詢，請致電 3400 8968 或電郵到 dhwendy@polyu.edu.hk 與

活齡學院副項目員顏詠恆女士聯絡。 

協會的活動 

2012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午間茶聚及參觀“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  

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五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這個以富創新意念的多媒體節

目配合的國寶級展覽，展出約一百二十件（組）由陝西省文博單位借出的珍貴文物，

當中包括兵馬俑，以及難得一見的秦代金玉器等重點展品。秦俑是國寶級文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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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易出境展出，數目也有嚴格的限制。這次展出二十個秦俑不僅超過本地過去所

有兵馬俑展覽展出的數目，更突破內地近年外借秦俑只限最多十個的規定。 

這次展出的秦俑十分全面，包括將軍俑、立射俑、跪射俑、武士俑、車馬等，而其

中五件兵馬俑更帶有彩繪，彌足珍貴，因為要保留二千多年前的彩繪非常困難，文

物出土後的溫度與濕度都需要嚴格監控，並配合先進的修復技術，彩繪才能保存下

來。除這五件帶彩繪兵馬俑外，還有五件文物，包括陶釜、繭形壺、雙耳壺、青銅

鶴和壁畫都是帶彩繪的，令帶彩繪的文物共有十件，實在非常難得。在今次展出的

一百二十件的展品中，國家一級文物數量接近百分之四十，規格之高，展品數量和

品質為近年來赴境外舉辦的同類主題展覽所罕見。 

展覽除了展示文物外，還會採用先進的多媒體技術和特別視覺效果製作視聽節目，

秦俑坑 — 由中國首位 3D繪畫藝術家齊興華為展覽設計的 3Ｄ地畫，生動地描繪了

手持武器的兵俑伴隨秦始皇帝的馬車由地下衝上來的場面，當中營造出的立體視覺

效果，讓觀眾仿如置身其中，感受千軍萬馬的雄壯氣勢。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或瀏

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欄。 

 

2012 年 9 月 24—26日(星期一至三) 境外遊 — 廣東省梅州美食三天團 

 

梅州市位於廣東省東北部，總面積 1.59 萬平方公里，著名旅遊區有雁南飛茶田、 

千佛塔奇觀、客家公園等，旅遊資源豐富，適合休閒觀光。詳細行程請參閱附件二，

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欄。 

活動收費（全包）如下:   **每位參加會員均獲會方津貼港幣 50元 

會員 HK$1,328.00元／人          

非會員 HK$1,378.00元／人       

單人房差 HK$650.00元 ／人 ／2晚 

截止報名日期_2012 年 8月 24日,請聯絡以下人士：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王松心先生     電話：9429 5953 

蘇建邦先生     電話：9387 4234 

潘梁潔貞女士      電話：9330 7465 

 

 

201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 第十七屆退休公務員旅行（荔枝窩、吉澳及鴨洲一天遊） 

 

一年一度的退休公務員旅行將會在 11月 2日（協會）及 11 月 9日（個別退休公務

員）舉行。詳情將在新一期的《公務員通訊》刊登，請留意日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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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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是每星期二及星期五由上午11 時至下午1 時，費用每位每次30 元。有興趣參加

的會員可與本會副會長彭鉅銓先生聯絡（電話：9535 8384）。如要與其他會員敘舊，

亦可在每星期二下午1時30分到該會所西餐廳參加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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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時至晚上 11時，晚餐

在 20樓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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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香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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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視配鏡中心(已遷往：佐敦吳松街 122

號利際商業大廈 13 樓)、合一有機產品、化驗所健康檢查優惠、香港聽力公司、潤

訊通信手提電話優惠計劃、心臟科專科蘇煒垣醫生診金八折優惠、位元堂藥廠有限

公司多項消費優惠、鍾沛林律師免費法律諮詢、汪家智註冊脊骨神經科醫生治療費

用半價優惠、東華三院健康檢查服務優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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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方法 

本會網址是 http://www.hkfi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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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67 1671 ， 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會長 周國泉 

                                   2012 年 7 月 26 日 

 

 

附件一、二 

http://www.hkfi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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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八月份活動 
 

參觀“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  

 
日期： 2012年 8 月 9日（星期四） 

 

地點： 

 

香港歷史博物館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 號 (香港科學館側) 

午膳時間： 中午 12 時 15分 (自費) 請於報名時說明是否參加午膳 

 

午膳地點： 

 
 

港潮樓 －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100號港晶中心 1樓(尖東) 

電話：2153 0900 

參觀時間： 

 

下午 2時 15分 (會員免費)( 非會員 10 元) 

行程： 午膳後下午 2 時離開酒樓，步行往香港歷史博物館。 

康文署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舉辦「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

度專題展覽」，展出 120件珍貴文物，其中 4 成是國家一級文物。

珍貴展品包括二十個秦俑，其中五件兵馬俑更帶有彩繪，彌足珍

貴。除這五件帶彩繪兵馬俑外，還有五件文物，包括陶釜、繭形

壺、雙耳壺、青銅鶴和壁畫都是帶彩繪的，令帶彩繪的文物共有

十件，實在非常難得。 

展覽除了展示文物外，博物館首次將大堂的空間轉化成為多媒體

節目體驗區，透過投影技術、數碼動畫、電腦科技、擴充實境等

手法，讓觀眾與文物互動，感受嶄新的文物參觀體驗。 

參觀時間共一小時三十分鐘。 

人數： 

 

40 人 

報名：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許拱辰先生 電話：9189 2838 

蘇建邦先生 電話：9387 4234  潘梁潔貞女士電話：9330 7465 

注意事項： 集合時間前如遇雷雨、黃雨、三號風球或以上等惡劣天氣警告，

當日活動即告取消，協會不會作預先通知，敬請注意。 

 

 

%7bhttp:/hk.history.museum/%7d
%7bhttp:/hk.history.museum/%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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