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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FISSAFISSAFISSA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十十十十號號號號    

 

一元復始一元復始一元復始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萬象更新萬象更新萬象更新。。。。在此謹祝大家在此謹祝大家在此謹祝大家在此謹祝大家新年愉快新年愉快新年愉快新年愉快、、、、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    

入境事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 20 20 20 20樓會所之樓會所之樓會所之樓會所之「「「「會客廳會客廳會客廳會客廳」」」」裝修工程完成裝修工程完成裝修工程完成裝修工程完成    

位於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的會客廳（Meeting Room）裝修工程已經完成，新名為豐

盛廳（Grand Function Room II），並已於十二月十三日投入服務，供人客預訂。這

個煥然一新的廳房配有獨立視聽和音響設備，最適合宴請或大夥兒聚會之用。租用

豐盛廳每次收費港幣 500 元正，請致電 2829 3732 與林太聯絡。詳情請參閱附件

一（IOM 通告第 38/2013 號）。 

    

中國兒童基金中國兒童基金中國兒童基金中國兒童基金 2014 2014 2014 2014探訪之旅探訪之旅探訪之旅探訪之旅    

本會委員將繼續參與加拿大植苗基金每年一度自費往廣西探望學生的活動，每年探

訪的學校約有四間，全程大約七天。下次活動日期為 2014年 4月10日出發，會員如

有興趣參加，可選擇全程或只往由本會中國兒童基金資助的【桂平市石龍鎮石龍民

族中學】探訪，報名或查詢請與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其他執委聯絡。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 2014年1月份的活動有很多，包括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8時至下午1

時，由東華三院舉辦的奔向共融 — 香港特殊馬拉松2014大會上協助活動進行、人

流管理、派發補給品、站崗、行李收發等服務；又有2014年1月25日(星期六) 下午2

時30分至下午10時在港島大浪灣的「第二十一屆 - 綠色力量環島行」大會上協助賽

事頒獎禮、行李認領、場地佈置/清理、人流管理、紀念品銷售攤位等服務。 

 

還有協助智障人士外出遊樂，接觸大自然，舒展筋骨，培養正面情緒。另外，又有

到戶派米、探訪山上偏遠居住的長者，陪同居住院舍的長者參與戶外活動，例如逛

街、逛公園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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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的活動協會的活動協會的活動協會的活動  

2013 年 10 月 21-24 日莽山森林公園三大景區美食純玩四天巴士團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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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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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閱覽相片。 

2013 年 11 月 8 日由公務員事務局為退休公務員團體舉辦的本地一天旅行暢遊蒲台

島、鯉魚門兩地，本會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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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在九龍柯士甸道童軍總會 總監俱樂部—金陶軒舉行的秋季聚餐有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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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的港島寶馬山、康山行山活動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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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4444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6161616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新界沙田往馬鞍山新界沙田往馬鞍山新界沙田往馬鞍山新界沙田往馬鞍山    

    

趁著仍然是行山好季節，1月為大家選擇由沙田往馬鞍山公園一段行山路，由沙田車

站起步，沿城門河，到馬鞍山。大隊在到達終點後往附近酒樓午膳，協會津貼每位

會員餐費 30 元。 

 

集合時間、地點、詳細行程等請參閱附件二，或瀏覽本會網址之「活動專區」欄。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 ) ) 新春步步高陞行大運新春步步高陞行大運新春步步高陞行大運新春步步高陞行大運 

早上在山頂廣場集合後，沿柯士甸山路向上往山頂公園；遊公園後環繞山頂行一圈，

然後往酒樓午膳，協會津貼每位會員餐費 30 元。 

 

詳情參閱附件三或本會網頁內活動專區。 

 

定期活動定期活動定期活動定期活動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一一一一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最後星期四晚聚會最後星期四晚聚會最後星期四晚聚會最後星期四晚聚會之之之之特別安排特別安排特別安排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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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一月份最後的星期四為農曆年三十，大家都會在家團年晚飯，因此一月份於

灣仔入境處總部20樓長官會所的聚會，提早一星期舉行，即一月二十三日晚上 6 時

至11時，請踴躍參加，晚餐在會所餐廳。各會員可隨意到場，無需預先報名，輕談

淺唱，歡度一個快樂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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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優惠會員優惠會員優惠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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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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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會長會長會長    彭鉅銓彭鉅銓彭鉅銓彭鉅銓 

                2014 年 1 月 3 日 

                                                 

 

 

        

                                                          

 

附件一、二、三 

 

 

 



Ref. MS/GEN/1 Pt. IV 12 December 2013 

                                                                                                                             
                                                                                                                             
                                                                                                 

IMMIGRATION OFFICERS MESS NOTICE NO. 38/2013 
                                                                                                               
  

Re-opening of the Mess Meeting Room 
 

 
    Further to IOM Notice No. 40/2012, this is to announce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hat the renovation of Meeting Room (會客廳) 

has been completed and will be re-opened with effect from 13 
December 2013. 

 
2.   The Meeting Room is renamed as Grand Function Room II 
(豐盛廳).  The refurbished Grand Function Room II has upgraded 
ambiance and is equipped with AV & karaoke facilities, an ideal venue 
for hosting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gatherings. 

 
3.   For booking, members may contact the Mess Cashier, Mrs 
Cara Lam, at the Mess Office on 20/F of Immigration Tower or by 
phone at 2829 3732.  A standard room charge of $500 per occupancy 
payable the Mess applies. 

  
  
 
 
 Immigration Officers Mess Committee 
To :  Normal Distribution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 附件一 >>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    --------------------    沙田往馬鞍山沙田往馬鞍山沙田往馬鞍山沙田往馬鞍山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日期： 2014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 

 

集合地點： 

 

領隊： 

 

港鐵 東鐵線 沙田站 A 出口零食物語店前 

 

蔡特普先生 

 

行程： 集合後，離開火車站沿沙田城門河步行往馬鞍山公園。行程並不

難行，約三小時。 

 

今日城門河大部份為人工河道，其建築原意是為把沙田區的污水

及可能出現的洪水排出大海，排水範圍有 37 平方公里。亦為區

內居民提供一個進行康樂活動，包括騎自行車、緩步跑、划艇及

龍舟競渡的地方。 

 

當天行程完畢大隊往午膳，地點是馬鞍山鞍駿街 29 號海澄軒海

景酒店天澄閣中菜廳。 
 

協會津貼每位會員餐費 30 元。 

 

注意事項： 集合時間前如遇雷雨、黃雨、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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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備晴雨用具、藥物等。 

行山活動，量力參加，安全自顧，協會不負任何責任。 

 

查詢： 蔡特普先生   電話：9099 2135 

 

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步步高陞步步高陞步步高陞步步高陞行大運行大運行大運行大運 －－－－ 太平山頂太平山頂太平山頂太平山頂 

 

日期： 2014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  

 

集合地點： 

 

領隊： 

太平山頂 －－－－ 山頂廣場正門前露天廣場噴泉池邊 

 

伍仕炳先生 

  

行程： 集合後先沿柯士甸山路上山頂公園遊覽，步步高陞。山頂公園位

處太平山峰南坡，以 554 米接近港島最高點的地理位置，傲視南

區的壯闊景色。 

接著環繞太平山頂一周，沿途欣賞綠樹林蔭，鳥語花香，是市區

少有的生態觀賞路線；更可遠眺港島、維港以至九龍及離島景色，

祝大家鴻運當頭，心想事成。 

完成路程後到酒樓一起午膳，品嚐精美茶點。協會津貼每位會員

餐費 30 元。 

由於當天仍然是新春期間，酒樓一般都繁忙，預訂座位會比較輕

鬆，請參加者向以下委員報名。雖然如此，未報名而當天才決定

參加的也非常歡迎：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注意事項： 請自備糧水、睛雨用具、藥物等。 

 

集合時間前如遇雷雨、黃雨、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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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聯絡： 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