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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 通訊 第八十五號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以下人士/會員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此善舉令更多在學兒童受惠，非常

感謝： 
陳玉薇女士 港幣壹萬元正 
趙士偉先生 港幣五千元正 
兩位不想透露姓名的會員 每位港幣三千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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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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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不到四千元人民幣的農村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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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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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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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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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響應「植苗基金」為一位大學生籌措學費 

上期呼籲為廣西學生陳樟鳳籌措學費，幫助她在加拿大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修讀 BA in Leadership，獲得積極回應，會員捐款如下： 

 

陳景恒先生 港幣壹千元正 

蔡鵬亞先生夫人 港幣壹萬五千元正 

蔡炳泰先生  港幣壹千元正 

彭貴昌先生 港幣壹千元正 

一位不想透露姓名的會員 港幣二千元正 

一位不想透露姓名的會員  人民幣三千元正 

現屆執行委員 港幣壹萬壹千五百元正 

 

以上捐款全數送交植苗基金香港辦事處，植苗基金收據會於稍後發還給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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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訊 

噩耗傳來，本會永遠會員徐志友先生於本年九月十四日不幸病逝，本會代表已向

其家人致以懇切慰問。 

 

往深水埗會址領取協會紀念品的安排特訊 

為慶祝協會成立十周年，執行委員會早前特別設計一款印有本會會徽的薄防風外

衣，送給所有會員，並於本年 5月周年聚餐時送出。 

 

於5月7日未暇參加聚餐的會員，可以在11月5日(星期四)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前往

協會位於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66-268號昌發商業大廈四樓一室的辦事處領取。 

辦事處內還存有以往曾經送給會員的其他紀念品: 深藍色厚風褸 (大碼以上)，黃

色短袖T恤 (大碼以上)，深藍色cap帽及灰色揹袋等，歡迎會員在11月5日到取。

聯絡請電第二司庫溫少薇女士(電話：9041 4432) 或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電話： 

9462 1245) 。 

 

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十/十一月份的活動有很多： 

 

 「圖騰跑2015」10月17日(星期六) 上午6時30分至12時30分  協助由「全城

街馬」於西貢北潭坳傷健樂園舉辦的跑步，負責看守水站、收拾行李等。   

 「輪椅維修」10月20、27日，11月17日(星期二) 香港輪椅輔助隊舉辦，為輪

椅使用者檢查及維修。需要六名義工 (須有輪椅維修知識 /技能者) 

 「運動樂滿FUN」10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1時至下午5時30分 協助由「鄰舍

輔導會 康復服務部」於沙田運動場 (沙田源禾路18號)舉辦的活動，義工負

責維持秩序、拍攝活動花絮等。 

 友共情Forever義工計劃3 -「翱翔千里」10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

午4時  協助由「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田景中心及宿舍」於田景中心 /西貢大

抝門舉辦的活動，義工負責陪同照顧中心智障學員出外放風箏，設計風箏及

野餐   

 「健康萬步數碼港 2015」 11 月 8日 (星期日) 下午 2時 30 分至 5時 30分

協助由「香港復康會 」於香港仔鴨俐洲舉辦的慈善籌款盛事，義工負責為 4

公里步行及 1.5 公里傷健步行活動維持秩序，指引路向、沿途站崗，確保參

與人士安全及為他們打氣。 

 「2015樂施毅行者」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11時30分至 2015年11

月21日 (星期六)  下午3時 (分三更進行)  協助「入境處義工隊」負責四號

檢查站 (飛鵝山 基維爾童軍營地)的運作，包括檢查站指揮、救援 (隊員要

具備相關知識，證書) 、計時電腦操作、食物供應、聯絡、器材及物資管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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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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星期四) 於香港西環「新中華海寶漁港」舉行十月份最後星

期四聚會 

由於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餐廳裝修暫停營業，十月份的最後星期四聚會改在

香港「新中華海寶漁港」舉行。協會已在該酒樓預訂房間，有卡拉 OK 設備，參加

者可於下午 5時 30 分開始唱 K，繼續輕談淺唱，歡渡一個愉快的晚上。 

地點：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139-153號金堂大廈 1至 3樓（港鐵堅尼地城站 C出口，

步行約 3 分鐘）。 

報名：由於會方要向酒樓確定人數，請於 10月 23 日前向以下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彭鉅銓先生 9535 8384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亦可電郵到 secretary@hkfissa.org 

費用：每位約港幣 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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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獲配 33個名額經已滿座。已報名的會員和同行人士，請於 11月 13日早上 8

時 45分到達集合地點 - 九龍九龍塘港鐵站大堂外(近 D出口) 。 

 

201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協會秋季聚餐  

本年的秋季聚餐地點在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每位參加

聚餐的會員均獲協會津貼港幣 50 元。菜單和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或瀏覽本會網

站之「活動專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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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聚會改在香港「新中華海寶漁港」舉行。協會已在該酒樓預訂房間，

有卡拉 OK設備，參加者可於下午 5 時開始唱 K，繼續輕談淺唱，歡渡一個愉快的

晚上。詳情留意本頁上項-協會的活動。  

 
 

http://www.idvw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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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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優惠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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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7日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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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秋季聚餐 

日期     ： 2015 年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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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電動樓梯，直行穿過周生生及時

間廊中間的走廊，乘升降機上 4 字樓迎潮酒樓。） 

 
 

時間     ： 下午 : 3 時 30 分        麻雀耍樂  

下午： 6 時 30 分         餐前酒會 

晚上 : 7 時 30 分         晚飯 

費用     ： 會員 230 元 、 非會員 280 元   

  

報名     ： 請於 11 月 5日前向以下人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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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電郵至 secretary@hkfissa.org 

   

娛樂     ： 餐前麻雀耍樂—請會員各自安排組合 

及在報名時預先通知 

 

菜單： 鴻福大金豬           翠綠花姿蝦球 

黃金百花球           玉環瑤柱脯              

花膠燉響螺           蠔皇鮑魚菇伴金錢       

清蒸珍珠龍躉         當紅脆皮雞 

飄香荷葉飯           香滑桃包 

蓮子紅豆沙湯圓       合時鮮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