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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 通訊 第八十號 

第六屆執行委員選舉周年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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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報名參

選人數只有十五人，低於上限，因此競選程序無需展開，會員亦不用寄回選票。 

十五位自願服務協會的會員，在 2015 年 5月 7日周年大會上獲得通過任命後，

組成第六屆執行委員會。 

 

周年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 

本會周年大會定於 2015年 5月 7日(星期四) 下午 4時 45分，在九龍旺角彌敦

道 639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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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負債表及收支計算表、十五位自願服務協會的會員名單等文件現隨信附上。 

 

周年大會程序包括會務及財政報告、通過任命第六屆執行委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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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 

       （港鐵旺角站 E1出口入雅蘭中心，不上自動樓梯，直行穿過周生生及時

間廊中間的走廊，左轉乘搭升降機上 4字樓迎潮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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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元、非會員港幣 270元 

報名 ：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電話：9180 2927 

李紹鴻先生 電話：9192 4912 

蘇建邦先生 電話：9387 4234 

或任何一位執委、或電郵至 secretary@hkfissa.org 

娛樂 ： 麻雀耍樂可於下午 4時 30分開始，請會員各自安排。(見附件一)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3月15至21日本會六位執行委員自費參加由加拿大植苗基金會安排的考察團，到

廣西探訪了四間學校，又進行家訪，作多方面觀察。每到一間學校都會與幾十位

受助學生見面，雖然只是短暫的交談，大家都能感受到學生們的真誠和努力向上



 2 

精神，也了解到他們家中困難的地方；相信學生們也接收到我們送出的鼓勵與關

懷。 

 

探訪之旅 (包括本會中國兒童基金資助的【桂平市石龍鎮石龍民族中學】學生)

拍攝的照片陸續上網，請登入本會網站 (http://www.hkfissa.org)的「相片分

享」頁閱覽。    

 

午餐下午茶晚餐及宵夜自助餐折扣優惠 

百樂酒店 - Park Cafe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1-65號香港百樂酒店4樓 

  午餐自助餐 ----- 72折優惠 

  下午茶自助餐 --- 72折優惠 

  晚餐自助餐 ----- 68折優惠 

  宵夜自助餐 ----- 72折優惠 

本會會員憑有效會員證可享以上自助餐折扣優惠。另外，在生日月份預訂四位或

以上晚餐自助餐可獲贈生日蛋糕。 

訂座電話 : 2731 2168 

查詢請電：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2015 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慈善跑 

時間 ： 2015 年4 月26 日 (星期日) 

1. 大會義工：上午8 時30 分至下午1 時 

2. 跑    手：上午9 時至下午12 時 

地點 ： 沙田運動場 

跑步路線 ： 沙田運動場起跑，途經翠榕橋、大涌橋路，瀝源橋，拆返 

起跑點，全程約3.5 公里 

服務內容 ： 1. 大會義工：場地佈置/賽道站崗；活動後清理場地； 

大會將提供義工紀念T-恤/ 義工證書/ 水 

2. 與入境處隊伍一起出發，携手跑畢全程； 

每名跑手大會將贈送紀念T-恤乙件 

 「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慈善跑」是由香港特殊奧運會及 

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聯同懲教署、香港海關、消防處、 

政府飛行服務隊、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廉政公署與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合主辦，是一項每年一度以跑步方式 

支持智障人士發展體育的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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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 1. 大會義工：二十名 

2. 跑手：無限 

註：報名時請報T-恤尺碼 

舉辦機構 ： 舉辦機構 ： 香港特殊奧運會 及 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 

隊長 ： 陳柳英 ( 9195 5939 )、關耀輝 ( 9303 0423 ) 

 

有興趣參與以上項目的會員，請聯絡該活動的隊長查詢 (歡迎帶同家屬參與義工

服務)。 

 

其他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四、五月份的活動有很多，除了四月舉行的「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

炬慈善跑」外，還有陪同中心智障學員參與各項活動：「參觀香港 3D 藝術館」、

「馬術與劇場表演」、「夜遊香港夜市廟街」、「下白泥睇日落」及「迪士尼一

天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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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的活動 

2015年 2月 25日(新春行大運) 拍攝的照片已經上網，請登入本會網站 

(http://www.hkfissa.org)的「活動專區」或「相片分享」頁閱覽。    

 

2015年 4月 13-16日(星期一至四)  境外遊--廈門金門「雙門」純玩 4天 

活動詳情已於上期刊登，將會有七十多位會員和親友一起出發，暢遊厦門及金門

兩地各景點。 

 

2015年 5月 7日(星期四)  周年大會及聚餐 

周年大會及聚餐於五月七日(星期四)舉行，有關通告隨信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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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見面，亦可在每星期二下午1時30分到該會所西餐廳參加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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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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樓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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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有機產品、香港

聽力公司、潤訊通信手提電話優惠計劃(請上網查看新優惠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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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月 9日 

 

 

 

       

                                                           ..... 附件一             

  



                                                 《附件一》 

2015周年聚餐 

 

日期     ： 2015年 5月 7日（星期四）  

地點     ：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 

（港鐵旺角站 E1出口入雅蘭中心，不上自動樓梯， 

直行穿過周生生及時間廊中間的走廊，左轉乘搭 

升降機上 4字樓迎潮酒樓。） 

 

時間     ： 傍晚: 6時 30分         餐前酒會 

晚上: 7時 30分         晚餐  

費用     ： 會員 220元  、  非會員 270元   

  

報名     ： 請於 4月 25日前以電郵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李紹鴻先生 9192 4912 、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娛樂     ： 麻雀耍樂—下午 4時 30分開始，請會員各自安排組合 

餐單： 鴻福大金豬      碧綠花姿鮮蝦球 

黃金海皇卷      瑤柱扒雙喜蔬   海皇花膠燙             

金錢扣玉掌     清蒸珍珠墩      當紅脆皮雞 

飄香荷葉飯     雙喜美點或桃包 

合家慶團圓      (菜單或會稍微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