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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通訊 第六十八號 

公務員退休金  

在2013年4月1日或之前已開始發放的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由2013年4月1日起增

加 3.5% 。根據法例規定的機制，是項增幅是根據 2012至2013年度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每月平均數相對於上一年度的升幅百分率而釐定。 

 

據了解，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 (Civil Service Pension Reserve Fund) 2013/14

年度的期初結餘為257.49億元，該年度的利息收入預計為12.98億元，因此基金的

期末結餘預計將會達到270.37億元，高於該年度的245.7億元退休金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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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年度動用基金支付任何款項。 

 

入境事務大樓 20樓會所點心價格調整 

由於食物原材料價格颷升，長官會所營辦商申請調整點心價格，並已獲「長官會所

管理委員會」詳細考慮及批准該項申請。新價目已於2013 年7 月26 日(星期五) 生

效，詳情如下： 

 

(一) 小點 由  $9 調整至 $10 

(二) 中點 由 $12 調整至 $13 

(三) 大點 由 $14 調整至 $15 

(四) 特點 由 $16 調整至 $18 

(五) 精點 由 $20 調整至 $22 

(六) 茶芥 由  $5 調整至 $6 

 

會員如對以上價格調整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29 3895 或 2829 4106 與長官會所

主任郭立琪女士或鄧銘堂先生聯絡。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本會收到由永遠會員呂桂雄先生(Mr LUI Kwai Hung)捐款港幣九千九百九十九元正

給中國兒童基金，令更多兒童受惠，衷心感謝。 

 
本會會員歡迎自費參加由植苗基金安排每年往廣西探望學生的活動，下次日期定於 

2014年3月30日至4月5日。參加者可考慮全程或只往由本會資助的【桂平市石龍鎮石

龍民族中學】探訪，詳細行程容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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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加入義工行列 

入境處義工隊 8/9月份的活動還有很多，包括協助「愛心凝聚鐵礦場」到戶派米、

探訪馬鞍山上村偏遠居住的長者，陪同居住院舍的長者參與戶外活動，例如逛街、

逛公園等。9月份有「鄰舍輔導會」主辦的萬眾一心迎中秋，義工負責上門探訪長者

及派送月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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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參觀海防博物館專題展覽 「抗日英雄 ─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文物展」 有 15 位會員及親友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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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星期三) - 午間茶聚及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專題展覽 

"武 .藝 .人生 ─李小龍"展覽、時裝及形象設計師劉培基作品展覽 

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今期專題展覽是要帶大家走進香港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龍

的世界。由香港文化博物館與美國李小龍基金會合作，向海內外收藏家和團體商借，

帶來超過 600 多件珍貴的李小龍文物，從他個人、電影、功夫到文化現象等，讓您更

全面地認識這位國際武術家以及他的傳奇人生！ 

 

另一個要欣賞的展覽是著名時裝及形象設計師劉培基作品，他的作品造成已故女歌

手梅艷芳成為「百變巨星」，香港文化博物館為劉培基舉辦個人作品展，展出近 70

套他為羅文、白雪以和楊紫瓊等名人設計的服飾，還有 20 多套梅艷芳的舞台服飾。 

 

到文化博物館前為大家安排一個午間茶聚節目，每位會員均獲協會津貼午膳費用港

幣三十元正。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欄。 

 

2013 年 10 月 21-24 日(星期一至四) - 莽山森林公園三大景區、五星萊斯大酒店、

雲門寺美食純玩四天巴士團 

 

莽山位於湖南省宜章縣最南端，是一座古老而神奇的名山，以其 (富麗完好的森林

博物館）為人們看好，被中外專家譽為（中國生態第一山）。莽山特別受大自然厚愛，

該處風光秀麗、峰巒疊嶂、溪澗縱橫、木茂林深，以山奇、水秀、林幽、石怪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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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fissa.org/
http://www.hkfi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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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HK$2,150.00 元／人(已含司機及導遊小費) 

非會員 HK$2,200.00 元／人       

單人房差 HK$1,000.00 元 ／人 ／3 晚 

 

集合時間：201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早上七時三十分   

 

集合地點：香港灣仔軒尼斯道中國旅行社／修頓球場         

九龍塘理想酒店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團費已含

十萬平安保險（80 歲以上長者除外）】。如客人已購買其他公司之旅遊保險，必須

提供有關資料作記錄，否則旅行社將保留是否接受客戶報名之權利。 

旅行社亦可代買保險，四天優惠價＄77 /人。藍十字旅遊保費標準，以《藍十字（亞

太）保險有限公司》實際收費作準。 

截止報名日期_2013 年 9 月 23 日,請聯絡以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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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 退休公務員 旅行活動 (蒲台島及鯉魚門)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十八屆退休公務員旅行，本地一

天遊往蒲台島及鯉魚門。撥給本會的名額 30 個，退休公務員費用每位 85 元，同

行人士每位港幣 118 元。 行程安排及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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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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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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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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鉅銓 

    2013 年 8 月 21 日 

                                                 

 

 

        

                                                          

 

附件一、二、三 

 

 

http://www.hkfissa.org/


                                                                《 附件一 》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專題展覽 + 午間茶聚 

"武 .藝 .人生 ─李小龍"展覽、時裝及形象設計師劉培基作品展覽 

 

日期： 2013年 9 月 11日 (星期三) 

茶聚時間： 中午 12時 30分至下午 1時 45分(協會津貼每位會員港幣 30 元正) 

茶聚地點： 沙田美心皇宮大酒樓   沙田正街 18號新城市廣場一期 8樓   

專題展覽： 

  

 

 

 

 

下午 1時 45分離開酒樓步行往沙田文林路 1 號，約 2時 5分到達香港

文化博物館，首先參觀香港著名時裝設計師劉培基先生的作品。展品

包括「EDDIE LAU - 東方紅」、「姬」系列、國泰及港龍航空公司制

服，為名人白雪仙、楊紫瓊、汪明荃、林燕妮設計的高級訂製服等。

同場更展出梅艷芳多套經典的舞台服飾，以及羅文、何韻詩、蘇永康

的演唱會服飾。此外還包括不少珍貴的照片、剪報、錄像訪問等，完

整地回顧劉培基從 1962至 2012年五十年的設計生涯。讓觀眾一睹本

地精彩的時裝設計，重溫樂壇的集體回憶，共同感受香港人自強不息

的精神。 

下午 3時 10分大家齊集 2樓集合處，等候參加「武‧藝‧人生 ─ 李

小龍」展覽的公眾導賞服務。李小龍成長於香港，揚威於海外，市民

大眾耳熟能詳。一提起李小龍，必定令人聯想起電影及功夫。是次展

覽獲海內外的收藏家、機構等大力支持，借出六百多件珍貴的李小龍

文物，當中包括李小龍基金會借出逾四百多件文物展出，康文署轄下

香港電影資料館亦提供逾百件藏品以作展出。通過這些文物展品，觀

眾可以從個人、電影、武術、文化現象等多方面，認識和回顧李小龍

傳奇的人生。 

導嘗行程於下午 4時 15分結束，大家可繼續隨意欣賞，亦可到一樓劇

院看（李小龍風采一生）紀錄片，片長約 70分鐘，輯錄不少李小龍主

演的電影片段，並訪問了多位與李小龍關係密切的人物，把李小龍短

暫卻豐盛的一生呈現在觀眾面前。 

午膳報名： 

 

因要預訂酒樓座位，請參加當天活動的會員 9 月 9日前向以下人員報

名：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電話：9180 2927 

蘇建邦先生     電話：9387 4234; 或 

電郵至：       secretary@hkfissa.org 
 

 



 

 

2013 年 10 月 21 日 

HK$2200/人 小童（不佔床位）: HK$2000/人 

  早上 7:30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 附件二 )



 



                  《附件三》 

                                                          

2013年度政府贊助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辨 

第十八屆退休公務員旅行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十八屆退休公務員旅

行，並已確定是次旅行的詳細安排如下。 

  

行程本地一天遊（景點包括蒲台島及鯉魚門） 

  

旅行日期：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五） 

  

集合時間：早上八時三十分  （八時四十五分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九龍尖沙咀公眾碼頭（近鐘樓） 

  

本會獲分配的名額： 30（300 個名額分配給八個退休公務員協會) 

  

參加資格：  退休公務員及同行人士 (每位退休公務員最多可邀請一位年

滿十八歲的人士參加)。 

 

費用:   退休公務員每位港幣 85 元，同行人士每位港幣 118 元（費用

已包括交通、午膳、導遊小費及旅遊平安保險）。 

  

報名程序： 

有意参加者請於十月十一日前與   王松心先生 （電話：9429 5953）、           

李紹鴻先生 (電話：9192 4912) 或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聯絡。 

  

退休公務員、同行人士在報名時須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並繳交費用。 

 
退休公務員服務組為個別退休人士舉辦的旅行日期是十一月一日（星期

五），行程和費用與十一月八日相同。會員如選擇參加十一月一日之旅行，

請親身到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任何一間分行辦理報名手續〈團隊編號：

WPL01N；團隊查詢熱線：2928 8882〈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