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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A通訊 第九十三號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四位會員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共有港幣 26,600元及人民幣3,000元，讓更

多在學兒童受惠，非常感謝： 

莫麗珍女士          港幣20,000元 

張森全先生          港幣3,600元 

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港幣3,000元 

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人民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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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基金現時負責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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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兒童基金自2011年成立至今，已籌募款項超過貳百萬港元，唯助學支出亦每年

超過貳十萬港元，所以我們衷心希望繼續有無盡的愛心捐贈，使這個資助計劃得以

延續。有心捐款人士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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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公務員診所搬遷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來信告知，衞生署轄下的新界公務員診所將於 2016 年 10月 11

日(星期二)遷往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115 號葛量洪夫人健康院地下(附件一)。 

 

新界公務員診所的預約電話(2428 8309)及查詢電話(2422 7911)維持不變。診所的

診症時間和電話預約時間亦會維持不變： 

 

診症時間 人手接聽電話預約時間 

星期一 

上午 8:3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5:30 

星期一 

上午 8:0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5:00 

星期二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5:15 

星期二至星期五 

上午 8:0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4:45 

 

現時五間公務員診所的資料已上載網頁：

http://www.dh.gov.hk/tc_chi/clinictimetable/fc.htm。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除了可致電

各公務員診所預約外，亦可透過 24 小時運作的自動電話預約系統(3950 9600)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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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間診所。 

醫管局「預約通」APP預約專科新症 

醫院管理局本年3月推出流動應用程式「預約通」(BookHA)，預約婦科專科門診新

症。 以往病人需要在婦科專科門診預約新症，必須親身前往所選擇的門診登記或

以傳真申請，3月開始，只要下載「預約通」，病人或她們的代理人便可透過智能

電話預約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新症。預約過程非常簡單，整個過程主要分為三個步

驟，只要輸入個人資料，選擇診所，然後再將身份證明文件、通訊地址及轉介信用

手機拍照後上載便完成程序。如果曾經使用公立醫院服務的市民，可省卻拍攝身份

證的步驟，程序更為簡單。 

 

由9月19日開始，醫管局將專科門診新症預約範疇推展至婦科以外的另外4個專科，

包括耳鼻喉科、眼科、神經外科及骨科，並增設取消預約功能，透過程式預約而未

能如期應診的病人，只需透過程式的內置功能，便可取消預約。 

 

「預約通」自3月推出以來，共有755位病人成功透過程式預約婦科專科門診，醫管

局期望在兩年內將「預約通」涵蓋所有主要專科。 

 

「預約通」(BookHA)可以在「Apple App Store」（支援iOS 7.0或以上版本）和「Google 

Play」（支援Android 4.1或以上版本）帄台免費下載，程式備有中文繁體及英文的

語言選擇。 

 

有關退休金問題 

因應有訊息在個人手機流傳關於退休人員在退休後逝世，其配偶可獲發回仍未領取

的退休金，有會員提問及希望澄清。就此，本會已獲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覆，依

網上所流傳的訊息，比照局長的回覆，訊息內容有所誤導。有關流傳的訊息和局長

的答覆內容，覆載如下： 

 

訊息說(比照局長回覆，此訊息內容有所誤導)： 

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退休金) 

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2.2 ( L 段 20.4 ) 及 CSB Circular 7/1993 

 

如退休人員在退休後逝世，其配偶可獲發回仍未領取的退休金。 以舊制人員服務

滿 400 月(新制要滿 450 月)，並於退休時已領取相等於 28 個月月薪的退休金(新

制有 56 個月)，餘下的 84 個月退休金 (新制有 56 個月)將會分 14年每月支付。 

但是，如退休人員 在退休後 14 年逝世，其配偶可獲發回該退休人員仍未領取完

的退休金。 以一個服務滿 360 月(即 30 年)， 月薪 $30,000 的公務員，現在離

開人世(如是在職)，其配偶可以一次過領 取 $3,024,000 (i.e. $30,000 X 360 

/400 X 112) (舊制人員) / $2,688,000 (i.e. $30,000 X 360 /450 X 112) (新

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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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公務員退休後 5 年離開人世，其配偶可以一次過領取餘下 9 年 退休金 

$1,458,000 (i.e. $30,000 X 360 /400 X 108 X 1/2) (舊制人員) $864,000 (i.e. 

$30,000 X 360 / 450 X 108 X 1/3) ( (新制人員). 

 

記住講俾你／妳的配偶聽，否則當政 府失去你／妳家人的聯絡，你／妳應得酬金

就變為無人認領。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回覆： 

羅女士：貴會在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的電郵收悉。我們現就你的查詢回覆如下。 

 

退休金是根據退休金法例的規定而作出安排的。合資格領取退休金的人員可選擇把

一定比例的退休金折算為一筆過的退休酬金，餘額則按月發放給該人員，直至該人

員逝世為止。所有按退休金法例發放的退休金，在有關人員死亡時會停止支付，因

此，不存在退休公務員家屬在該人員逝世後可領取該人員餘下的退休金的情況。我

們希望藉此機會指出，貴會電郵轉載引述有關公務員事務規例的訊息並不正確。 

 

根據退休金法例，公務員在職期間身故，並不會獲發放任何退休金，但將可獲發放

死亡恩恤金，金額相等於該人員每年可供計算退休金的薪酬，或假設該人員在逝世

當日退休其可領取的最高經折算的退休酬金(舊退休金計劃下為25%，而新退休金計

劃下為50%)，兩者以數額較大者為準。 

 

正如上文所述，按月發放的退休金在該退休人員逝世後便會停止發放，並不會有尚

未領取的退休金的情況出現，但根據退休金法例，如有關人員在退休後逝世，可獲

發放一筆死亡恩恤金，有關金額為其每年可供計算的退休金的薪酬或最高經折算的

退休酬金(舊退休金計劃下為25%，而新退休金計劃下為50%)，兩者以數額較大者為

準，並須減去該人員已領取的所有退休金及經折算的退休酬金，但不包括獲批給的

任何額外退休金。一般而言，如果該人員在退休時已選擇領取一筆最高經折算的退

休酬金，即使該人員在退休後逝世，其配偶或其合法遺產代理人將不會獲發任何死

亡恩恤金。倘若該退休人員在退休時沒有選擇領取任何退休酬金，或只選擇領取一

筆較少的退休酬金，而該人員已領取的一筆過退休酬金及每月退休金的總額不高於

其可領取的最高經折算的退休酬金，其配偶或合法遺產代理人則可獲發死亡恩恤

金，數額為該人員可領取的最高經折算的退休酬金(舊退休金計劃下為25%，而新退

休金計劃下為50%)，減除已支付或須支付的退休金利益。 

 

煩請將以上所述轉告提出查詢的退休公務員。你亦可在公務員事務局網頁所載“有

關退休福利的常見問題” 

(http://www.csb.gov.hk/tc_chi/admin/retirement/2541.html)的問答第7項了解相關

資訊。希望上述資料有助他們了解有關退休金及死亡恩恤金的安排。謝謝你的協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梁震海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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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十月份有以下活動： 

 

  『消閒逸趣 — 欣賞電影』 - 201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2時 30分   義工負責陪同及照顧屯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理

田景中心學員外出觀賞電影及午膳 （義工需推輪椅）。 

 

  『户外樂陶陶—參觀新生互勳農場』 - 2016 年 10月 17 日(星期一)   上午

10時至下午 2時 45分   義工負責陪同及照顧屯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

理田景中心學員到園內參觀玩樂，沿途導賞員介紹及講解有機種植及環保知

識，了解有機種植概念。 

 

  『至 Fit 老友•活力瀝源』嘉年華   201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於沙田瀝源邨福海樓帄台舉行，義工負責場地佈

置、頒獎台及維持秩序等工作。活動由東華三院 馬興秋安老院舉辦。 

 

  友共情 Forever義工計劃 - 『翱翔千里』 -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上

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義工負責陪同及照顧屯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理

田景中心智障學員出外放風箏，設計風箏及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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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登入本會網址 (http://www.hkfissa.org)的「活動專區」頁底部「入境處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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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的活動  

2016年10月11-14日(星期二至五)  境外遊 … 汕頭揭西南澳島四天旅巴純玩團 

四天境外旅遊行程已於上期刊登，景點包括揭西黃滿寨瀑布群、揭西京明溫泉度假

村、南澳大橋以及“神秘”的南澳島等。活動已於九月底截止報名。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 退休公務員旅行 (東龍島及鯉魚門) 

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籌辦第二十一屆退休公務員旅行，本地

一天遊，景點包括東龍島及鯉魚門。撥給本會的名額33個，已經滿額。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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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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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參觀 T · PARK [源 · 區]  

2015 年落成的 T · PARK [源 · 區] 是全球最大的污泥處理廠，是一所集休閒、教

育、自然生態及處理污泥的先進設施，這所建築是自給自足，透過焚化污泥將熱能

轉化為電力，及通過海水化淡提供飲用水和設施用水，非常環保！ 

 

戶外有 9,800 帄方米的綠化園區，池塘、小花、草地、噴水池讓遊人欣賞及享受綠

化空間，園內更有雀鳥保育區，小白鷺、池鷺、樹麻雀都會途經這裏休息！ 

 

另外有多元化展覽廳，透過互動展品，認識污泥處理和海水化淡過程，原來經過淨

化的海水更可以飲用呢！上 10樓的觀景台可以遠眺后海灣以至深圳的無敵海景，

更可以看到源區大樓上架滿雨水收集的裝置；還可以在這裏認識 Upcycle 的創意，

像漫畫書枱、車輪碌碌椅、碼頭木長櫈、藝術作品。 

 

T · PARK [源 · 區]位置在：屯門曾咀稔灣路 25 號。詳細安排下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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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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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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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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10日 

     

 

 

                                           ........ 附件一、二 

           

http://www.hkfissa.org/








                                                                                                                                          《附件二》 

秋季聚餐 

日期     ： 2016年 11月 15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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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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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元 、 非會員 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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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少薇女士  9041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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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貴大紅袍           翠玉花枝遼參    

百花釀蟹鉗           玉環瑤柱脯 

竹笙海皇翅           鮑魚菇扣玉掌 

清蒸珍珠躉           當紅脆皮雞 

飄香荷葉飯           壽桃或美點 

精美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