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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 通訊第七十五號 

 

各位會員， 

 

我們的舊同僚及永久會員卓觀暫先生 (Mr Cheuk Koon Cham) 於本年七月

十二日在九龍伊利沙伯醫院逝世。噩耗傳來，不勝悼念。卓先生服務入境處

超過三十三年，二零零一年退休。 

 

卓先生兒子已通知本會他父親的殯葬事宜，轉載如下：  

 

家父卓觀暫先生將於8月24號星期日晚於九龍殯儀館地下A堂

（東海堂）設靈並以天主教儀式進行。 

 

各親友、卓Sir同事及有心人可於當晚7:00pm 到場致禮；並於

8月25日上午9:00am 進行安所彌撒，靈柩隨即奉移到深圳大鵬

灣福地安葬。 

 

感謝各位親友、以往一起與家父並肩作戰之同事和有心人關心

及祝福。 

 

兒子明山、頌山及卓家上 

 

如對以上安排有查詢，請與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聯絡  (電話：9462 1245)。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以下會員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令更多在學兒童受惠，非常感謝： 

周國泉先生  港幣三十萬元正 

陳景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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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助項目，幫助中國廣西貧困

農村的學生完成高中教育。本會基金現時每年資助【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石龍鎮

石龍民族中學】一百五十名高中生，每人每年人民幣一千二百元正。 

 

人通過受教育實現社會地位的變遷。初、高中階段教育的目的是提供通識教育，幫

助受教育者為高等教育奠定基礎，或者向某一專業進行有目的的培養。 

 

我們衷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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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祇須

捐贈港幣 1,500 元，就可以幫助一名成績優異但經濟條件不足的中國學生，提供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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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就讀一年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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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健康檢查服務 

東華三院給本會會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於該院屬下體檢服務的折扣優惠已延續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該院同時通知會於今年十月一日調整服務收費。有關優惠項

目及新收費請參閱附件一，或本會網站內優惠福利頁。 

 

節省紙張為環保出力 

隨著互聯網普及化，現時仍然收到紙張通訊的會員，如欲響應環保節能，改用電郵

接收通訊，請將姓名及電郵地址傳送到協會郵箱 secretary@hkfissa.org 通知我們，感

謝支持。 

 

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中期會議 2014 義工招募 

上期已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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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登入大會網站瀏覽詳細資料 http://www.wbuapga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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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會延長了報名日期，有興趣的會員和親友請於 8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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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的活動有很多，包括探訪獨居或雙老家庭，陪同智障人士參與戶外活

動，協助帶領小學生参與富教育性的大型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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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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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的活動  

2014年 7 月 10 日的港島大潭水塘區行山共有十七人參加，當天氣溫相當高，大隊完

成行程後往午膳。請到本會網站 http://www.hkfissa.org 的「活動專區」或「相

片分享」網頁閱覽。 

 

2014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 長洲海鮮午膳因天氣惡劣取消。另外，這個活動的通告

遺漏了人數上限，原來酒家只能容納 60 人，令有意參加的會員未能全數報名，謹此

致歉。日後在安排活動時會盡量做好。 

 

2014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 香港 3D 奇幻世界 1 天遊 

錯視藝術其實好久之前已經有，但是經過時代的發展，現今的錯視藝術已經神乎其

技。這次活動就帶你親身體驗這種靠一雙手畫出的 3D 藝術。  

 

參觀展覽館後往附近酒家享用下午茶，協會津貼展館門券每位會員 30 元。如參加人

數足夠 50人，展館門券又再有九折優惠。詳情請參閱附件二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

動專區」欄。 

 

2014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  退休公務員旅行 (東平洲及塔門)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十九屆退休公務員旅行，本地一

天遊往東平洲及塔門。撥給本會的名額 30個，退休公務員費用每位港幣 78 元，同

行人士每位港幣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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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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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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附件一、二、三 

 

http://www.hkfissa.org/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附件一









                                                    《 附件二 》 

香港 3D 奇幻世界 1 天遊 

 

日期： 2014年 9 月 11 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1 時 

地點： 九龍尖東加連威老道 96號希爾頓廣場 

展覽： 

  

 

 

 

門票： 

 

 

報名： 

3D錯視藝術風靡韓國、日本、泰國等地，隨著香港首個最大型

3D立體美術館開幕，現在不用出外也可享受 3D奇幻體驗。這個

展館佔地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尺，展出作品超過 70 件，內容包括

3D畫和其他 3D 體驗主題，以 3D 畫藝術、先進科技、物學原理

等加上觀者的互動，結合出虛實一體的 3D 奇幻世界。 

 

這次活動就帶你親身體驗這種靠一雙手畫出的 3D 藝術。  

協會津貼每位會員 30元： 

成人票：$149-$30=$119     長者票：$100-$30=$70 

*如參加人數足夠 50 人，展館會給予九折優惠： 

*成人票：$149-$15-$30=$104   *長者票：$100-$10-$30=$60 

名額無限，請於 9月 6日前向以下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李紹鴻先生   9192 4912、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午膳安排： 

 

注意事項： 

參觀完畢一起往附近午餐，可隨意參加。 

集合前遇雷雨、黃雨、三號風球，則取消當日活動。 

 
 

 

 



                  《附件三》 

                                                          

2014年度政府贊助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辨 

第十九屆退休公務員旅行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十九屆退休公務員旅

行，並已確定是次旅行的詳細安排如下。 

  

行程本地一天遊（景點包括東平洲及塔門） 

  

旅行日期：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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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沙田港鐵大學站大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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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元，同行人士每位港幣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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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星期

五），行程和費用與十一月七日相同。會員如選擇參加十一月十四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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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W01N；團隊查詢熱線：2928 8882〈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