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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 通訊第七十四號 

 

2014年增加退休金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來信告知本年度退休金的增幅為 5.1%。增幅是按法例規定，根據

2013至14財政年度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每月平均數相對於2012至13年度的升幅訂定。4

月1日起增加的退休金會由今年6月起在退休金付款中反映。 

 

瑪麗醫院星期六專科門診服務--婦科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來信告知，瑪麗醫院由2014年7月1日起，在星期六提供的專科門

診服務時段將不會再接收婦科新症。 

 

瑪麗醫院星期六專科門診服務始於2012年9月，提供四類一般專科的診治服務，包括

婦科、內科、矯形及創傷外科，是臨時措施，用作加強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專科

門診服務。由於缺乏婦科專科醫生參與這個服務(自願性質)，瑪麗醫院星期六專科

門診診所將由2014年7月1日起停止接收婦科新症，直至另行通知為止。為確保現有

個案繼續得到服務，瑪麗醫院會安排醫生繼續跟進這些個案，直至病人原先的醫院

管理局的預約到期，或有其他退出情況出現。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如已在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預約首次一般婦科服務，而希望能

提前就診，可向威爾斯親王醫院 9H 專科診所預約處查詢（電話：2632 4154）。請

參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來信 (附件一) 或公務員事務局網站的「醫療及牙科福利」

網頁(http://www.csb.gov.hk/tc_chi/admin/benefits/63.html)。 

 

想要查詢／討論以上新安排，請與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聯絡 (電話：9462 1245)。 

 

周年大會及聚餐完滿舉行 

本年度周年大會已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舉行，出席會員表決通過會務及財政報告， 

及繼續任命黃龍德博士為名譽核數師。當晚的酒會及聚餐非常熱鬧，喜獲眾多嘉賓 

及友會代表到場支持，會員們聚首暢談，分享退休生活點滴。而永遠名譽會長何鴻 

燊博士雖然未暇出席，仍為是次活動慷慨贊助港幣 2萬 5 千元，在此向何博士、其 

他送贈禮物的嘉賓及友會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謝。 

 

5月 15日拍攝到的照片，已經放上網。請登入本會網站的「活動專區」或「相片分

享」網頁(http://www.hkfissa.org) 按 A或 B部份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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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以下會員/人士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此舉會令更多在學兒童受惠，非常感

謝： 

蔡炳泰先生  港幣壹萬元正 

梁國雄先生  港幣壹萬元正 

區嘉宏先生  港幣壹千五百元正 

 

中國兒童基金自2012年開始參與加拿大植苗基金會恆常的項目，資助學生完成高中

教育，現時的焦點是幫助廣西貧困農村的高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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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農村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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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2014年4月自費參加由植苗基金會主辦的廣西考察／探訪學校之旅時，與幾位

曾經受助現時已上大學的學生會面，他們都很雀躍地談及在大學生活的狀況，也不

忘感恩，其中一位更寫了封感謝信，道出心聲，請大家看附件二鄧同學的信。 

 

另外，在廣西桂平市石龍民族中學的網站裡，可以看到該校校長將慈善助學金發放

到高中 150貧困學生手中，大家可以登入以下連線查看

http://school.ggedu.gov.cn/show.aspx?id=90201&cid=470。 

 

在此，我們希望繼續有無盡的愛心捐贈，使更多的學子能完成三年高中學業。會員

祇須捐贈港幣 1,500 元，就可以幫助一名貧困學生上學一年。有心人士請與本會第

二司庫蘇建邦先生(電話：9387 4234)或任何一位委員聯絡。 
 

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中期會議 2014 義工招募 

「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中期會議 2014」將於 2014 年 11月 21 日至 24 日在香港舉行，

義工招募已經開展，大會同時為義工提供訓練，歡迎社會人士申請成為大會義工，

為這亞太區重要盛事出一分力。 

 

世界盲人聯會是一個促進視障人士權利和生活各方面發展機會的國際組織，轄下共

有六個分區，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便是其中一個。亞太區共有 20多個成員國及成員

機構。 

 

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中期會議 2014 將提供一個機會去瞭解區內失明人士面對的問

題，並探討解決方法。會議將討論教育機會、資訊通達、就業及社會企業。另外，

會議期間將展出最新的視障人士輔助儀器。請登入大會網站瀏覽詳細資料 

(http://www.wbuapga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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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會議將於香港數碼港道 100號數碼港 3座舉行，而義工服務則包括：機場往來

接送、交通支援、詢問處、協助大會登記、會場支援、展覽導賞服務等。大會期望

義工能夠參與一次義工訓練，及最少服務兩天。 

 

由於大會以「機構義工」形式邀請本會會員參與服務，請有興趣的會員和親友向本

會報名，集合後再向大會遞交表格。請於 7月 11日前致電以下人員聯絡或電郵至 

secretary@hkfissa.org： 

              

                  潘梁潔貞女士     電話：9330 7465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蘇建邦先生       電話：9387 4234 

 

其他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的活動有很多，包括陪同獨居長者出外參觀及午膳，陪同智障人士參

與戶外活動，享用午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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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登入本會網站 (http://www.hkfissa.org)的「活動專區」頁頂部「入境處義工隊

通訊」連線查看各項詳情，或瀏覽義工隊的網站 (http://www.idvwt.org.hk/)。 

 

有興趣當入境處博物館導賞員的會員請與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聯絡。 

 

協會的活動  

2014年 6 月的珠海長隆橫琴灣酒店純玩三天團活動共有五十人參加，三天天氣都

好，行程順利，大家對入住的酒店和各遊玩點都很滿意。活動相片將會陸續安排上

網，請於稍後到「活動專區」或「相片分享」網頁閱覽。 

 

201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行山 港島大潭水塘區 

 

七月氣溫比較高，所以選擇了水塘區步行，地點是港島大潭。早上輕鬆行之後大隊

轉往酒樓午膳。集合時間、地點、詳細行程等請參閱附件三，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

動專區」頁。每位參加酒樓午膳的會員均獲協會津貼港幣 30 元。 

 

2014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 長洲海鮮午膳加島上漫步 

 

長洲有著名的美味海鮮，也有很多觀光景點，8 月份往島上遊應該另有一番滋味。詳

情請參閱附件四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頁。每位參加海鮮午膳的會員均獲

協會津貼港幣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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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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會員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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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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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網站連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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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25日 

 

附件一、二、三、四 

 

http://www.hkfi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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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行山 -----  港島大潭水塘區  

 
日期： 2014年 7月 10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 上午 10 時 30分  

 

集合地點： 

 

領隊： 

中環交易廣場地下 6號巴士站前 

 

伍仕炳先生 

 

行程： 集合後乘坐 6號巴士，在黃泥涌水塘黃泥涌峽道站下車。沿黃

泥涌道轉往大潭水塘道進入水塘區。 

 

大潭水塘是由大潭上，大潭副，大潭中和大潭篤等四個水塘組

成。它在港島水塘中雖不是最早興建卻是最大的一個。它被群

山包圍如畢拿山，柏架山，紫羅蘭山等。範圍所及都見樹木蒼

綠醉人，不論春天秋日曉天雨晨，山野間與湖面散發出令人心

醉的雲衣霞帶。堤壩與石橋處處，都是百多年前建成，古拙堪

賞，有人把這水塘喻為香港的琉森湖，誠屬見仁見智。 

                  

路程易行，約二小時。 

 

回程時坐巴士往筲箕灣或西灣河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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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氣溫高，請帶備足夠飲用水。 

行山活動，量力參加，安全自顧，協會不負任何責任。 

 

查詢： 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附件四》 

 

 
長洲海鮮午膳加島上漫步 

 
日期： 2014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 可選擇乘坐普通渡輪(約 55-60分鐘)或高速船航班(約 35-40 分鐘) 

 

普通渡輪：上午 10 時      (船開 10時 15分) 

高速船：  上午 10 時 30分 (船開 10時 45分) 

 

集合地點： 中環：民光街中環五號碼頭 

(港外線碼頭) 

 

行程： 集合後乘船往長洲，上岸往買海鮮後到酒家用餐。 

 

餐後開始步行，可參觀西堤道（海濱長廊）、張保仔洞、關公忠義

亭、天后廟、小長城及五行石等景點。 

費用： 參加會員均獲協會津貼餐費 50元 

報名： 請於 2014年 8 月 8 日前向以下人員報名： 

 

潘梁潔貞女士   9330 7465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張森全先生    6576 1768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王松心先生    9429 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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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