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錄第六十四號
各位會員：
選舉第五屆執行委員會
根據會章第 39 條，執行委員會的人數最少五人但不可超過二十人。由於今屆參選人數為十七人，低於
上限，因此競選程序無需展開，會員亦不用寄回選票。
十七位自願服務協會的會員，在 2013 年 5 月 9 日周年大會上獲得通過任命後，組成第五屆執行委員會。
周年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
本會周年年大會定於 2013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下午 4 時 45 分，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舉行，誠邀所有會員踴躍出席。
召開週年大會的通告、委托投票書(Notice of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Proxy Form) 、會長年報、
「香港
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有限公司」的核數師報告節錄錄、資產負債表及收支計算表、十七位自願服務協會的
會員名單等文件已於 4 月 12 日寄給各會員。
周年大會程序包括會務及財政報告、通過任命第五屆執行委員等。
而招待嘉賓及會員的酒會於 6 時 30 分開始。
周年大會完畢後，當晚隨即舉行聯歡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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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入席（餐前酒會於晚上６時 30 分開始）
費用 ： 會員港幣 200 元、非會員港幣 250 元
報名 ：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電話：9180 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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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一位執委、或以傳真方式將回條 (見附件一) 傳真至 2367 1671
娛樂 ： 麻雀耍樂可於下午 2 時 30 分開始，請會員各自安排。(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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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2013 年 3 月 24-30 日，委員會中四人 (自費) 跟隨加拿大植苗基金每年一度的探訪團到廣西探望四間受
資助學校的學生，包括〈中國兒童基金〉資助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石龍鎮石龍民族中學】，一則
了解一下學生們是否已收到資助數目，二則面對面給學生們一些鼓勵，讓他們感受到關懷、產生多點動
力。
探訪【石龍民族中學】和與師生對話都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各方面的困難和需要，也感受到學生們都努力
不懈。委員會在會議上聽取彙報及經深入討論後，決定 2013/14 年度繼續資助這學校成績優異但經濟條
件不足的學生。
醫院管理局供應的所有藥物 直接付款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通知本會，由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起，由衛生署直接向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支付費
用的安排，會擴展至涵蓋所有醫管局供應的藥物。
為改善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醫療福利，公務員事務局與醫管局及衛生署合作，把直接付款安排
擴大至包括醫管局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所有藥物。擴展的直接付款安排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在新安排下，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因醫療需要而獲開處在醫管局自費購買項目名單內並
且在就診醫管局機構的藥房有供應的藥物，將無須自費為有關藥物付款，衛生署會直接向醫管局支付藥
物的費用。
以上資料及有關的新行政安排(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2／2013 號)已上載公務員事務局網站(退休公務員專
欄: http://www.csb.gov.hk/tc_chi/pension/med/557.html) 。
本會亦已將所有資料上載到 http://www.hkfissa.org「時事通訊」欄，供會員參閱。
免費大腸癌篩查登記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大腸癌教育中心」成立的目的，是要在本港推行為期五年的「香港大腸癌：教育、
宣傳及篩查」計劃，藉以提升香港市民對大腸癌的認知和預防，以及推廣定期檢查的重要性。這計劃亦
會讓 10,000 名 50 歲或以上沒有大腸癌病史的人士，免費接受合乎個人需要的測試，包括大便隱血測試
或大腸鏡檢查。
有興趣參與的話，現在就可以透過該中心的網頁 http://www.idd.med.cuhk.edu.hk/bowelcancer/ 或電話
3151 5666 作登記。網頁內還有很多關於大腸的健康訊息供參考。以上資料由會員高鳳香女士提供。高
鳳香是大腸癌教育中心的〈中心支援〉義工。
誠邀加入義工行列
入境處義工隊 5 月份的活動有很多，包括協助老年人往戶外參觀及遊覽，陪同智障人士參與戶外活動。
協助 2013 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慈善跑，負責場地佈置、活動後清理場地等。
另外，又有到戶派米、探訪馬鞍山上村偏遠居住的長者。本會會員可自由選擇合適項目，參與服務社會
及幫助有需要的人，使生活更加充實。請登入 http://www.hkfissa.org 的「活動專區」欄內頂部「入境處
義工隊通訊」連線查看各項詳情。
協會的活動
2013 年 3 月 17-19 日有八十六位會員及親友參加清遠、中山純玩團。請登入本會網址
http://www.hkfissa.org 的「活動專區」或「相片分享」欄閱覽相片。
2013 年 4 月 10 日有一百位會員及親友參加大澳午膳逍遙遊。大夥兒參觀了由舊警署改建的大澳文物酒
店。享用美食，午餐後往逛市集、棚屋，又乘坐機動小艇海上遊。請登入本會網址 http://www.hkfissa.org
的「活動專區」或「相片分享」欄閱覽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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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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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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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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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22 日

《附件一》
致：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
傳真號碼：2367 1671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 (星期四)
本人將會出席 □ 聯歡聚餐。
本人將帶
□ ( ) 位親友參加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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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元請預備現金繳付。
請將回條於四月三十日前傳真或寄付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5853 號。謝謝。
《附件二》
2013 周年聚餐
日期 ：2013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地點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長官會所餐廳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麻雀耍樂
晚上: 7 時 30 分 晚飯
費用 ：會員 200 元 、 非會員 250 元
報名 ：請於 4 月 30 日前以傳真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王松心先生 9429 5953、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潘梁潔貞女士 9330 7465
娛樂 ：餐前麻雀耍樂—請會員各自安排組合
餐單：
錦繡燒味拼盆
紅燒花膠瑤柱海參羹
翡翠花姿鮮蝦仁
千絲百花球
清蒸大海斑
蠔皇北菇螺片扣玉掌
干貝竹笙雙寶蔬
當紅炸子雞
闊少爺炒飯
野菌炆伊麵
南北杏銀耳燉萬壽果
鴛鴦美點
合時鮮果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