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FISSA通訊 第九十四號 

 

香港教育局招聘 -助理行動主任 (中央監察)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現正公開招聘「助理行動主任 (中央監察)」，職位屬非公務

員合約職位，主要負責到註冊學校及懷疑未註冊學校巡查，及撰寫調查報告。詳情

請參閱附件一招聘廣告，截止申請日期: 2016年 12月 23 日。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五位會員及一位朋友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共有港幣 26,500元，讓更多在

學兒童受惠，非常感謝： 

詹志成先生          港幣20,000元 

彭貴昌先生          港幣1,000元 

陳玉薇女士          港幣1,000元 

何蕙梅女士          港幣1,000元 

李鉅林先生          港幣500元 

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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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中國兒童基金現時在助學方面的支出每年超過貳十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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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探訪 2017 

除了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會員和他們的親友也可以自費參加每年往廣西考察之

旅，探訪各受資助學校，向學生們表達關懷、支持和鼓勵。過程中與學生相聚的時

間雖不長，但很有意思和珍貴，探訪者和學生都感到鼓舞，透過交談，探訪者更了

解學生們的的學習情況和家裡的困難。探訪者的鼓勵不但支持著學生更努力學習，

並且對他們人生的態度有積極的影響。2017年的廣西考察之旅定於 3月底出發，

行程初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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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6日 乘坐中國鐵路列車往廣西桂帄市 

 

2017年3月27日 到本會資助的石龍鎮石龍民族中學見校內師生，與

他們一起吃飯。 

 

2017年3月28日 在石龍鎮走訪2至3戶學生家庭，與學生家長座談，

了解一下他們的環境。下午坐車往南寧，晚上與曾

經受助、現讀大學的學生見面及一起晚飯。 

 

2017年3月29日 到植苗基金資助的武鳴民族高中見校內師生。當晚

探訪學校之旅完結。 

 

2017年3月30日 由南寧坐火車往北海旅遊 

北海，位於廣西最南端，北部灣東北岸，是一座具

有亞熱帶濱海風光的美麗城市，擁有中國優秀旅遊

城市的稱號。 

 

2017年3月31日 

2017年4月01日 

北海擁有北海銀灘國家旅遊度假區和潿洲島、星島

湖兩個省級旅遊度假區、觀濤嶺國家森林公園、山

口國家紅樹林自然保護區、美人魚國家自然保護

區、白龍珍珠城遺址、合浦漢代墓葬保護區、大士

閣、東坡亭、歐美領事館舊址等一大批景點，集

“海、灘、島、湖、林、山、古蹟、人文”于一體。

北海銀灘被國家列為中國五個最美度假勝地之一。

廣西則以“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銀灘”而自豪。 

2017年4月02日 北海之旅結束返港 

 

會員和親友如有興趣參加上列全部或部份行程，請於2017年1月8日前與第二秘書羅

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第二司庫溫少薇女士(電話：9041 4432) 或其他執委

聯絡。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十二月份有以下活動： 

 

  『新創建勇跑地貌王』 - 2016年 12 月 10日(星期六)   上午 5時至下午 1

時 30分（大會將提供接駁巴士）   活動由「香港街馬」主辦，地點在北潭

涌傷健樂園。義工負責於行李寄存區工作。 



3 

 

 

  『消閒逸趣觀 - 屯門大會堂看舞台劇』 - 2016年 12月 10日(星期六)   中

午 12時至下午 6時   義工負責陪同及照顧屯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理

田景中心學員 外出午膳及觀看舞台劇。(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助鄰扶老顯愛心 2016』- 201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8 時 45 分至

下午 5 時 30 分      於屯門良景 /大埔海濱公園 /流浮山舉行，義工負責

陪伴及協助鄰舍輔導會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長者參加步行及一起

午膳。(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每月外出活動』 - 201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義工負責協助沙田瀝源邨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的長期住院

體弱長者外出逛街、遊公園 (目的地待當天天氣而定)。(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聖誕聯歡會 2016』- 2016年 12月 20日(星期二) 上午 8時 45分至 11 時 45

分      活動由耀能協會 安定工場主辦，地點在屯門區安定邨定泰樓地下

安定工場。義工負責協助舉辦活動予學員參與遊戲及表演等。(義工須協助

推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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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T · PARK [源·區] 

上期曾提及往參觀屯門 T · PARK [源·區]，因預約12月份不成功，要延期至2017年

才可以成行。新安排容後公布。 

 

2016年12月13日(星期二)  遠足 -- 東涌至大澳  

秋高氣爽，最好的活動是往郊外去走走。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擁有香港最早

期人類活動的遺蹟；到島上遠足，自然能在山野間感受到古樸的人文氣息。東澳古

道，又稱東大古道，是昔時往來東涌及大澳之通道。路線途經數個鄉村與海灣，包

括散頭、沙螺灣、散石灣及深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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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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  *暨 香港各退休公務員

協會*  *聯席會議年夜晚宴* 

 

項目由聯席會議籌辦，並邀得全球十大傑出華人馬志堅師傅出席主講丁酉 *雞年* 

流年運程，歡迎本會會員及親友參加。 

 

地點：     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入境處長官會所餐廳」 

費用：     每位港幣 280元 

 

詳情請參閱附件三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頁。 

 

2017年2月8日(星期三) 新春行大運 

 

2月8日是農曆新春正月十二，大夥兒往太帄山，環繞山頂走一圈，鴻運當頭，事事

稱心！然後經薄扶林水塘往酒樓午膳。 

 

詳情參閱附件四或本會網頁內活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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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查知悉部份提供優惠給本會會員的公司或機構已結業，另外有部份已不再提供

優惠，包括亞達志公司、創意城228家居協會、Ambassador 網上禮品公司、合一有

機產品。 

 

現時仍然提供優惠給本會會員的公司或機構有精美唱片有限公司、樂韻琴行、美酒

無限、張國光耳鼻喉專科醫生醫務所、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啟視配鏡中心、香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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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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樂酒店午餐下午茶晚餐及

宵夜自助餐折扣優惠等，詳細資料可於本會網站的「優惠福利」頁內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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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3日 

     

 

 

                                    ........ 附件一、二、三、四 

           

http://www.hkfissa.org/


 Advertisement for Printed Media (in English) 

 
Rev. April 2016 

 

EDUCATION BUREAU 

 

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 Vacancy 
 

Division / School :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Division 

 

Post Title    :  Assistant Operation Officer (Central Compliance)     

 

EDB Job Code : EDB/EI/253/16 

 

Salary : $     188       per *month/day/hour  ( Contract Period :    1    Year/Month(s) ) 

 

Duties : (a) To conduct inspection visits to the registered school and unregistered school premises, 

and to prepare investigation reports; (b) To serve as the Overall Commander or assistant to the 

Overall Commander in operational visits, as the case may be; (c) To collect evidence including 

taking statements from witnesses and suspects; (d) To take follow up action and liaise with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authorities if necessary after operational visits;  (e) To testify in court if a 

prosecution is mounted; and (f) other related duties assigned by the senior officers.  

  

Entry Requirements : (a) Have at least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e.g.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and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nd be Sergeant rank or above; (b) Possess experience in 

law enforcement work; and (c) Good command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and Chinese.    

 

Closing date of application :    23 December 2016      

 

Note  :  (a)  Required to work 14 hours per week, and to work outside normal office hours ; and (b) 

applicants are to consider that their applications are unsuccessful if they do not receive an invitation 

for interview by 16 January 2017 . 

 

How to apply : You may obtain an application form [G.F. 340 (Rev.3/2013)] from any Public 

Enquiry Service Centre of District Offic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and any Job Centre of the 

Employment Services Division, Labour Department.  You may also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s Internet website (http://www.csb.gov.hk). To apply,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address below on or before the closing date for application.  

Please ensure that sufficient postage is paid to avoid unsuccessful delivery of application.  Any 

underpaid mail items will be disposed of by the Hongkong Post.  Bilingual advertisements of the 

post, including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gratuity (if any) and fringe benefits etc. are available at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s Internet website (http://www.csb.gov.hk). *[On-line application is 

accepted.] 

 

Address : School Registration and Compliance Section,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Division, 

Education Bureau, Room 1416, 14/F,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Enquiries Telephone / Email:        2892 6342 / cosru@edb.gov.hk                         

http://www.csb.gov.hk/
http://www.csb.gov.hk/
Windows7
文字方塊
《 附件一》



Advertisement for Printed Media (in Chinese)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16年4月 修訂版 

教育局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空缺 
 

科別/學校 :   教育基建分部        

 

職位名稱︰         助理行動主任  (中央監察)          

 

教育局編號︰EDB/EI/253/16 

 

入職薪酬: *月/日/時薪 $  188  (合約期 : 1 年/月)  

 

職責︰(a) 到註冊學校及懷疑未註冊學校巡查，及撰寫調查報告； (b) 因應情況需

要，在巡查時帶領行動，或協助進行巡查行動；(c) 搜集證據，包括向證人及涉嫌

人錄取口供；(d) 在巡查完成後負責跟進工作，包括在有需要時與其他部門聯絡 ；  (e) 

在檢控程序中到法庭作供；以及 (f) 上級指派的有關工作。 

 

入職條件︰(a) 在執法部門(例如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

擔任工作最少五年，並曾擔任沙展或以上職級  ; (b)   擁有執法經驗   ;   以及 (c)  具

備良好中、英書寫能力，並能以中、英文溝通 。 

 

截止申請日期:    2016年   12   月  23    日 

 

註 : (a) 每星期工作14小時，及須於正常辦公時間以外執行工作；以及 (b) 若申

請人於2017年1月16日仍未收到面試通知，則其申請不獲接納。  

 

申請手續： 申請表格[即GF340號(3/2013修訂版)]可向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

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或勞工處就業科各就業中心索取, 亦可透過公務員事

務局互聯網網址(http://www.csb.gov.hk)下載。申請人須於截止申請日期或之前

把填妥的表格送達下列地址。請確保已為郵件支付足夠郵資，以免申請未能送達

本局。郵資不足的郵件，一律會由香港郵政處理。本職位之雙語版廣告及其他相

關資料，如約滿酬金（如適用）及福利等，可參閱公務員事務局互聯網網址 

(http://www.csb.gov.hk)。*[以上職位接受網上申請。]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4樓1416室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學校註冊及監察組   

查詢電話/電郵:   2892 6342  /cosru@edb.gov.hk      

        

http://www.csb.gov.hk/
http://www.csb.gov.hk/


 

                                                                   《附件二》 

 

遠足 - 東涌往大澳 

 
日期： 2016年 12月 13 日（星期二） 

 

集合時間： 上午 9時（請準時） 

 

集合地點： 

 

領隊： 

   

東涌港鐵站 B 出口外 (在廣場集合) 

 

彭鉅源先生 

 

行程： 

 

 

 

 

 

 

 

 

 

 

 

 

 

報名/查詢： 

當天路線--東涌港鐵站、東涌炮台、侯王廟、沙螺灣、深石村、

深屈、大澳。全程約 14.9公里，需時約 5 小時。沿途上落不大，

但路途遙遠，故有三星難度。 

 

此路段沿著大嶼山北部的海岸線而行，山光水色，盡收眼底，

置身海岸線中，那一望無際的大海，觀之心曠神怡、胸襟廣闊；

聞之空氣清新、無污無染。雖然有三數個上斜落斜，但不太高，

最高點只有海拔 80 米左右。沿途還可以參觀東涌小炮台、唐代

灰窰、東涌炮台、侯王廟及嶼北界碑。在終點的大澳，更可參

觀威尼斯水山村屋、買手信等。  

 

行程完畢後在大澳南涌村13B 海韻素食菜館 午飯 - 協會津貼

會員每位港幣 30元。 

 

請於 12 月 10日前報名，以便安排為此活動購買保險，及向午

膳酒家訂座。請致電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注意事項： 請自備食物和足夠飲用水、晴雨用具、藥物等。 

 

集合時間前如遇雷雨、黃雨、三號風球或以上等惡劣天氣警告，

當日活動即告取消，協會不會作預先通知，敬請注意。 

  

 



                                                                                                                                          《附件三》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  

暨 香港各退休公務員協會  

                     *聯席會議年夜晚宴* 

 

日期     ： 

 

2017年 1 月 6日（星期五） 

 

地點     ： 

 

灣仔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20 樓 

「入境事務處長官會所餐廳」 

時間     ： 1830--1900 :     酒會 

1900--2000 :     丁酉流年運程講座 

 (全球十大傑出華人馬志堅師傅主講) 

2000--2200 :     晚宴﹑表演 

 

費用     ： 港幣 280 元 (包括晚餐、紅酒、啤酒及汽水) 

 

報名     ： 請於 12 月 28日前向以下人員報名: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趙士偉先生  9196 3039  

或電郵至 secretary@hkfissa.org 

 

菜單     ： 錦繡燒味拼盆             杏汁白肺湯    

金磚豆腐伴生煎蓮藕餅     豉油皇干煎中蝦 

富貴沙巴龍躉球           枝竹火腩豆卜炆頭腩 

竹笙鮮菇浸西洋菜         薑蔥霸皇雞 

瑤柱蛋白炒飯             家鄉炒米粉 

精美甜品 

 

 

 



 

                                                         《附件四》 

 
新春行大運 － 太平山頂 

 
日期： 2017年 2月 8日（星期三）正月十二 

 

集合時間： 上午 9時 30分 

 

集合地點： 

 
領隊： 

中環干諾道中(交易廣場)巴士總站側行人區 

 

陳汝榮先生 

  
行程： 集合後乘 15號巴士往太平山頂，環繞山頂步行一周，祝大家鴻運

當頭、身心康泰。繼續向薄扶林方向走，然後到上環 蓮香居一起

午膳。協會津貼會員午膳每位 30元。 

太平山頂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名勝景點之一，也是鳥瞰壯麗海港、

絢麗市景的理想地。於風景優美的山頂環迴步行徑漫步，可見層

層疊疊的摩天高樓、享譽全球的維多利亞海港，以及清新宜人的

翠綠山巒；從盧吉道觀景點放眼遠望，維港風光更是一覽無遺。 

郊遊徑沿途鳥語花香，樹木生長茂盛，是市區少有的生態觀賞路

線。 

 

注意事項： 請自備糧水、晴雨用具、藥物等。 

 
集合時間前如遇雷雨、黃雨、三號風球或以上等惡劣天氣警告，

當日活動即告取消，協會不會作預先通知，敬請注意。 

 
查詢聯絡： 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