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SA 通訊 第八十三號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繼續收到兩位會員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黃錦泉先生港幣五千元、陳景恒先
生港幣一千五百元，可以幫助數名優異貧困學生一年的學業，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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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農村的學生完成三年高中教育。本會基金現時每年資助【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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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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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
最樂、福有悠歸，有心人士請與本會第二司庫溫少薇女士(電話：9041 4432)或任
何一位委員聯絡。
如蒙以劃線支票捐款, 抬頭請寫:「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有限公司」或“The Hong
Kong Former Immigration Service Staff Association Limited ”。

長官會所裝修
本會接獲部門通知，位於灣仔告士打道入境處總部20樓長官會所及餐廳，暫定於
本年8月8日至11月中進行裝修，期間所有餐飲服務都要暫停，稍後長官會所會有
正式通告。
由於會所及餐廳裝修，本會每月最後星期四於該地點的晚間聚會8月開始暫停，恢
復時將另行通知。

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八月份的活動有很多：
 「愛心凝聚鐵礦場」8月8日(星期六) 到戶派米、探訪居於偏遠村屋的長
者。
 「踏出共融路 - 開心日營」8月8日 (星期六) 陪同照顧中心智障學員出
外參與日營活動
 「健康美食樂滿Fun 2015」8月15日 (星期六) 協助帶領小學生参與富教
育性的大型活動 當天約二百名弱勢學童参與活動；每兩位義工帶領五至
六名學生参與大會安排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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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 於香港灣仔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舉行麻雀大賽
麻雀大賽詳情已於上期刊登，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7 月 28 日前報名。冠軍獎品是於
本年 10 月 12-15 日免費往貴州旅遊。
2015 年 10 月 12-15 日(星期一至四)

境外遊 …貴州黃果樹、千戶苗寨 4 天團

【貴州】位於中國西南部雲貴高原東部，是一個由西向東傾斜的高原，大部份地
區海拔 1000 米左右。貴州地形極複雜，山高谷深，有千畝以上壩子（棗形地）300
多個。貴州具有岩溶、瀑布為主的自然景觀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岩溶形成不
同類型的石林，蔚為大觀。白水江、打幫河、霸陵河、王二河等有上千個瀑布，
其中黃果樹瀑布居全國之首，其附近陡坡塘、滴水灘、沖坑等瀑布亦頗具氣勢。
【西江千戶苗寨】是世界第一大的苗族自然村寨。西江因有苗族 1,000 多戶，故
素有"千戶苗寨"之稱。此地的房屋大多為木吊腳樓，利用楓木搭成，依山勢向兩
邊展開，暗紅色的楓木板壁在夕陽照射下一片金黃。
以上四天渡假旅遊行程請參閱附件一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欄。
參與是次境外遊的會員獲津貼港幣五十元，旅行團費用詳情如下：
會員：
3,638
非會員：
3,688
單人房差：
880
參加者須提供回鄉咭副本，於 9 月 4 日前報名，並於 9 月 11 日前繳交全部團費。
旅行團名額 40 位，先到先得，有足夠 80 人才會開兩團，如報名人數不足 40 位，
有可能不能成團。
**主要交通：廣州至貴陽來回動車二等鐵票
報名請聯絡以下人員：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溫少薇女士 9041 4432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亦可電郵到 secretary@hkfissa.org
201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退休公務員旅行 (沙頭角及大埔船灣三宮廟)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二十屆退休公務員旅行，本地
一天遊往沙頭角及大埔船灣三宮廟等地方。撥給本會的名額 33 個，退休公務員
費用每位港幣 110 元，同行人士每位港幣 153 元。行程安排及報名詳情請參閱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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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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會員可與本會執委彭鉅銓先生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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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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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會所及餐廳
裝修 8 月開始暫停，恢復時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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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樂酒店午餐下午茶晚餐及宵夜自助餐折扣優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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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梁潔貞
2015 年 7 月 27 日

..... 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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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時間地點(rev)

出發日期：2015 年 10 月 12 至 15 日(星期一至四)

集合時間地點(rev)

出發時間：(1)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8 號修頓中心地下中旅社門前（早上 6 時 30 分集合，6 時 45 分開車）
(2)九龍九龍塘港鐵站 F 出口路面根德道旁（早上 6 時 45 分集合，7 時開車）
【敬請各位團友準時出席】
費
用：成人$3688，小童$2688 (1.5 米以下不占床) 單房差$880
費用已包：直巴至廣州南站、廣州至貴陽來回動車二等鐵票、6 正 3 早、酒店住宿、入場費、平安保險、免收小費

日數

D1

D2

D3

D4

精 彩 行 程(行程僅供參考，以接待安排為准)
早 午 晚
住宿酒店
集合直巴過關前往【廣州南站】再轉乘【貴廣高鐵】和詣號動車前
往【都勻】
（動車約 5 小時）動車上自理午餐、客人亦可於廣州南站
凱裏 5★標準
  
自費(各款快餐美食/或於高鐵餐卡)抵達後車赴苗嶺明珠【凱裏市】
（汽
騰龍凱悅酒店/或維
車約 2 小時）晚餐（凱裏風味宴）酒店
景/同級
酒店自助早餐乘車前往【西江千戶苗寨】（包昂貴入場門票及景區環
保車）（觀看少數民族風情表演，如遇雷雨天氣或政府行為取消而無法
貴陽 5★標準
觀看，不退費用景區跟據條例）午餐特別安排品嘗（西江苗族長桌宴）
  
提升入住國際品牌
返回貴陽晚餐（貴陽風味宴）晚上觀看【多彩貴州風】
（包昂費
用￥198/位）它和《雲南映象》
、
《印象劉三姐》並稱為“西南三部曲”
鉑爾曼/富豪/同級
酒店
酒店自助早餐乘車前往亞洲第一大瀑布【黃果樹大瀑布】（包昂貴入
場，包乘景區環保車，包上下山觀光扶手電梯￥50/人）【陡坡塘瀑
安順 5★標準
布】（拍攝《西遊記》結尾時唐僧師徒走過的瀑布）午餐（峽穀風味   
屯保酒店/同級
宴）【天星橋風景區】（水上石林，欣賞水和石林結合成天然奇景）
車遊布依族村寨（石頭寨）晚餐【布依風味宴】酒店
酒店自助早餐貴陽地標性建築【甲秀樓】古建築群人民廣場（車遊）
HOME
午餐高鐵上自理乘貴廣高鐵前往【廣州南站】國巴往 晚餐【名   
菜風味宴】返回深圳轉乘香港直巴過關，集合點解散。

溫馨提示:報名必須影印回鄉證副本以便安排高鐵票，確保客人正常出團！
景點門票按政府優惠價核算，請客人務必保留好高鐵票，如遺失需補門票

電話 :

98193024

叮噹

1.團費包括:香港豪華旅遊巴過關轉乘國內旅遊巴、廣州南站至貴陽來回高鐵票、餐膳、酒店住宿、景點門票((不包括自費項目)(如行程適用))及 10 萬元平安保
險(85 歲以下)2.報名時請提供中文全名、出生日期、身份證、回鄉證影印本方以作購買高鐵票及以便安排投保-團體保險(回鄉証件需有 1 個月以上之有效期)3.
如客人不參加行程內安排之景點,導遊及司機均不會安排客人到其他地方或先返回酒店。4 單人房必須補房差位$880，如不補房差者由大會安排不得異議(可能
被安排 3 人同房)5.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瞭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才決定購買。6.餐單只作
參考,可能因季節等而更改,具體以當日餐廳供應為準,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7.上出入境口岸、行程次序及一切安排只供參考，最終以車隊及當地接待配合安
排為準。9.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強烈建議旅客出發最好購買綜合旅遊保險，本社可代購買“蘇黎世 ZURICH『暢遊樂』中國旅遊保險計劃”4 天保險$77。8.
所有舉辦/承辦/合辦之外遊團均受香港旅遊業議會(TIC)0.15%印花保障。9.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全國所有酒店將執行環保政策，均不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請
團友自備 責任細則 凡 2011 年 7 月 1 日起報名參加旅行團，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的第二百零三號指引，旅行社如
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處理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列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或
向本社職員查詢。備註:『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非一般假期 承辦 L/N NO:353475

集合時間地點(rev)

《附件二》

2015 年度政府贊助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辨
第二十屆退休公務員旅行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二十屆退休公務員旅
行，並已確定是次旅行的詳細安排如下。
行程本地一天遊（景點包括沙頭角山咀村日軍遺下戰壕機槍堡沙頭
角有機農莊DIY 客家茶棵午餐(盆菜)農莊內繼續暢玩大埔船灣岐山
三宮廟返回集合地點解散）
旅行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集合時間：早上八時四十五分 （九時正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九龍九龍塘港鐵站大堂外(近 D 出口)
本會獲分配的名額：3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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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元，同行人士每位港幣 153 元（費用已包
括交通、午膳(盆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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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聯絡。亦可
電郵到 secretary@hkfi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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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星期
五），行程和費用與十一月十三日相同。會員如選擇參加十一月二十日之旅
行，請於十月十二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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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S01N；團隊查詢熱線：2928 8882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
時至晚上八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