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SA通訊 第九十五號
迎新年，恭祝大家龍馬精神、身心康泰
年年順景皆如意、歲歲帄安永吉祥！

周年大會及第七屆執行委員選舉
本會將於5月9日舉行周年大會，並選舉新一屆執行委員。經現屆委員在最近的會議
通過，決定繼續採用自我提名方式，免除獲提名人士不願意參選所帶來的不便。隨
信附上「自我提名表格」，有意參與服務協會的正式會員(full member)，請將填妥的
表格於3月13日前寄回香港郵政總局郵箱5853號，以便工作人員編訂正式選舉表格。
周年大會後舉行聚餐，地點容後公布。有關的通告將陸續寄出，請各會員留意。

新增優惠項目—自助餐六折！！！
本會榮獲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西餐廳「綠茵閣」為本會會員提供自助午、晚餐「六
折優惠」（頇按照原價加一服務費及每次惠顧以 12 位優惠為上限）
。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下列日期除外：2017 年 1 月 27-31 日、2 月 14 日、4 月 14-17 日、5 月
13-14 日、6 月 17-18 日、10 月 4-5 日、12 月 23-26 日。
會員擬惠顧享受優惠必頇先訂座，並於訂座時說明是本會會員，而結帳前頇出示本
會有效之會員證，並且頇使用與本會會員證同名之信用咭結帳，方可獲「綠茵閣」
西餐廳提供「六折優惠」。
「城市花園酒店」地址 ： 北角城市花園道 9 號（港鐵炮台山站 B 出口）
查詢及訂座電話 ： 2806 4922
自助午餐(1200-1430)
自助晚餐(1830-2130)
*#餐廳價格只供參考，
星期六、日
星期五至日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四
及公眾假期
及公眾假期
成人原價*
HK$258
HK$298
HK$468
HK$498
六折連加一服務費*
HK$180.6
HK$208.6
HK$327.6
HK$348.6
# 與會員一同進餐之親友，如小童（3 歲至 11 歲）及持長者咭（逾 65 歲）等，
均以該餐廳原訂之「小童價」及「長者價」
，再另給「六折優惠」
（照原價加一服
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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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述優惠由「綠茵閣」西餐廳提供予會員，如有任何爭議，
「綠茵閣」西餐廳
保留最終決定權。

醫院管理局 -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 -發還自付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來信告知有關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的
發還自付額安排。
醫管局最近推出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正在醫管局醫院輪候接受大腸鏡檢查、
被列為穩定個案、能夠在家中進行大腸鏡檢查前準備，及適合在日間醫療設施內接
受大腸鏡檢查的病人，會獲醫管局邀請參與這項屬自願參與性質的計劃。病人無需
自行申請。根據這項計劃，病人可以選擇由參與該計劃的私家專科醫生提供臨床評
估、大腸鏡檢查、檢查後的解釋及管理（下稱服務組合）。選擇接受私家專科醫生
提供專科護理的病人，頇向私家專科醫生繳交不超過 2,000 元的自付額，而醫管局
則會向該名私家專科醫生提供定額資助。計劃詳情載於醫管局網站
(www.ha.org.hk/ppp/colonppp)。
合資格享用公務員醫療福利的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其合資格家屬（下稱公務員及
合資格人士）如符合選取準則，也會一如其他公眾病人，獲醫管局邀請參與計劃。
如果他們同意參與此項計劃，頇向私家專科醫生繳交不超過 2,000 元的自付額，而
私家專科醫生則會獲醫管局提供定額資助。參與此項計劃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可
於服務組合完成後，向衞生署署長申請發還已向私家專科醫生所繳不超過 2,000 元
的自付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來信及申請發還自付額的詳情載附件一。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四位善長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共有港幣 15,000元，讓更多在學兒童受惠，
非常感謝：
陳景恒先生
港幣1,500元
陳漢龍先生
港幣1,500元
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港幣5,000元
另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港幣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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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國內物價轉高，預計給每位學生的資助金額日後亦可能要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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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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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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捐款資助，本會每年都有安排會員和親友一起前往廣西，探訪受資助學校，向
學生們表達關懷、支持和鼓勵。上期已提過的 2017 年的廣西考察之旅，現確定行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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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午餐及家訪
2017年3月28日
到武鳴 - 探訪武鳴民族中學。
2017年3月29日
探訪後遊樂：南寧 — 北海 — 香港
至4月1日
探訪後遊樂的行程請參閱附件二。預計探訪學校的費用約港幣2,500元，加上探訪
後前往北海四天旅遊的費用大約港幣2,600元，全程共約港幣5,100元。但如參加旅
遊人數不足30人，附件二刊載的旅遊團便不成行。往廣西學校探訪的成員將改為參
加當地旅行團，行程相若，費用另議。
會員和親友如有興趣參加上述廣西探訪之旅，請於2017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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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處義工隊一月份下旬有以下活動：


『每月外出活動』 - 2017 年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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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頇協助推輪椅)



『第廿四屆綠色力量環島行』- 2017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30 分
至下午 10 時
活動由「綠色力量」主辦，地點：港島大浪灣
義工負責協助賽事頒獎禮、行李認領、場地佈置/清理、人流管理、紀念品
銷售攤位等服務。(註：大會提供膳食)



『生活多姿彩 – 年宵巿場』 - 201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活動由「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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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田景中心 /元朗
義工負責陪同及照顧中心學員陪同及照顧
學員外出逛花巿，感受年宵巿場氣氛。(義工頇協助推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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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及2月的最後星期四晚飯聚會
由於 1 月 26 日已是農曆年廿九，1 月份的最後星期四晚飯聚會會取消，而 2 月份
的最後星期四晚飯聚會則會提早於 2 月 16 日舉行，適逢新春團拜，敬請留意。
2017年2月8日(星期三) 新春行大運
上期附件四已登載詳情：
集合時間地點 ： 上午9時30分，中環干諾道中(交易廣場)巴士總站側行人區。
行程
： 集合後乘15 號巴士往太帄山頂，環繞山頂步行一周，祝大家
鴻運當頭、身心康泰、順心順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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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 陳汝榮先生（電話 9180 2927）
查詢
： 羅衍璋女士（電話 9462 1245）
詳情請參閱 FISSA 通訊第九十四號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頁。
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 新春團拜
2月16日是農曆正月二十，正好舉行新春團拜，大夥兒在入境處總部20樓熱鬧歡聚，
一起晚餐，慶祝雞年開始。為添加氣氛，凡於當晚到場的會員及親友，均獲得本會
恭喜發財利是一封，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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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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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
月26日及2017年2月23日都暫停，但會在2月16日星期四舉行新春團拜，時間晚上6
時至11時，歡迎會員帶同親友參加，歡度一個快樂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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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優惠
本會剛剛獲得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西餐廳「綠茵閣」為本會會員提供自助午、晚
餐「六折優惠」，詳情請看本通訊第一段。
由於有消息「潤訊通信」突停止服務，而本會又未能聯絡到負責的客戶服務經理，
故該公司的優惠計劃已在FISSA網站「優惠福利」頁被刪除。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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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聽力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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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8日

........ 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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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 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星期三至六)
集合時間：出發前通知集合時間 (敬請準時、逾時不侯)
集合地點：1)灣仔中旅門口 2)九龍塘耀中中學地鐵站出口
團
費 : HK$2598(成人)
團費已包：(6正3早)餐、交通、小費、酒店、景點大門票
日數

1

2

3

4

行

程

早上指定地點集合直巴過關→轉乘坐國內旅遊巴士前住廣州南站轉乘高鐵往廣西省府南寧→午餐於高鐵
客人自理→抵南寧東站→乘旅遊巴往壯鄉—北海→遊覽位於外沙島—【百年老街】百年老街始建於 1883
年，長 1.44 公里，寬 9 米，沿街遍佈英國、法國、德國領事館舊址，德國森寶洋行舊址和天主教堂女修
院舊址等許多中西合璧的騎樓式建築，見證了北海曾經的繁華，被譽為鮮活的“近現代建築年鑒”→晚餐
入住酒店
早餐→北海銀灘盡情親密接觸大海（北海銀灘被列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為中國的 35 個“王牌景點”之
一，享有“天下第一灘”的美譽。她東西綿延 24 公里，以灘長平、沙細白、水溫淨、浪柔軟、無鯊魚、
無污染的特點稱奇於世，這裡空氣清新自然，負氧離子含量是內陸城市的 50-100 倍，年平均氣溫 22.6 攝
氏度，是度假休閒的好去處）
。午餐→北海【大江埠神秘聚落】
，地道的蛋家風情、難得一見的各朝古船、
原始稀奇的部落文化，大江埠旅遊風景區曲徑通幽、風景迷人、建築獨特、風情奇異、互動性強。景區充
分挖掘北海海洋文化和疍家民俗風情文化的內涵，有北海首家疍家民俗風情文化展示區，展示了疍家富足
的水上生活及獨特的婚俗民俗；還有海洋戰船博物館，收藏有歷代王朝、著名的海戰、民族英雄及海盜的
戰船和運輸船的模型，讓遊客沐浴在獨特而濃郁的海洋文化氛圍中→參觀冠頭嶺風景區,冠頭嶺海灘,三婆
廟→晚餐→入住酒店
早餐→前往南寧→午餐後往伊嶺岩豐景區-伊嶺岩，壯語稱“敢宮”，意思是宮殿一樣美麗的岩洞，因地
處伊嶺村而得名。此岩原為一段地下河道，因地殼上升而成洞。 伊嶺岩經過千萬年水對岩石的溶蝕作用，
洞中鐘乳密佈，千姿百態。伊嶺岩洞形似海螺，深四點五米，面積兩萬四千多平方米，游程一千一百多米，
大小景點一百多個。伊嶺岩的洞口在一片青篁綠樹之後，一片絕壁之下，甚為絕妙。伊嶺山寨以純樸的民
族風情、古樸的建築，多方位、多視角藝術再現了源遠流長的壯民族文化，伊嶺山寨景點有：嗩呐迎客、
竹杠舞、山歌對唱、品嘗民族風味小吃、壯家作坊、壯家酒坊、觀看壯族扁擔舞等. 下午遊覽青秀山旅遊
風景區位于廣西首府南寧市中心，坐落在蜿蜒流淌的邕江畔，規劃保護面積 13.54 平方公里，核心景區面
積 6.43 平方公里。青秀山群峰起伏、林木青翠、岩幽壁峭、泉清石奇，以南亞熱帶植物景觀為特色，常
年雲霧環繞，具有高濃度的負氧離子，形成一個獨特的天然休閒氧吧，素有“城市綠肺”、“綠城翡翠，
壯鄉鳳凰”的美譽，是南寧市最靚麗的城市名片之一→晚餐→入住酒店
早餐→焦點遊南寧市【廣西民族博物館】
（逢週一不對外開放）
，是一座地方性的獨具特色的民族文物露天
陳列館。它一座集知識性、娛樂性和趣味性的戶外博物館，是宣傳介紹廣西各民族傳統文化的視窗，宏大
的古代銅鼓雕塑群：壯族民居、苗族吊腳樓、瑤族竹樓、毛南族山居、侗族風雨橋和鼓樓等民族建築→午
餐品嘗南寧柴火魚大鍋宴→南寧東站乘高鐵往廣州南轉旅遊大巴回深圳→返集合點解散

住宿酒店

准 5 星標準
北海
開元曼居
酒店
或同級

准 5 星標準
南寧千禧
大酒店或
相思湖
國際酒店
或同級

電話 : 98193024 丁小姐
備註：(1).客人請於出發前檢查清楚証件之有效期，報名以英文全名及中文全名，身份証號碼，出生日期，性別，並請檢查回鄉証之有效期。
(2).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3.)如客人不參加行程內安排之景點,導遊司機均不會
安排客人到其他地方或先返回酒店。(4.)單人房必須補房差每位($80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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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佔床者入場按小童計算, 如超高須要補票者自理. (6.)重要事項：確保消費者權益，詳情請參閱報名表及收據內頁之報名手續及責任細則。
（如
有疑問，敬請查詢）(7.)本團受【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所保障 自由活動期間人身及財物安全客人自理,責任與旅行社
無關，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於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蘇黎世-遨遊計劃」4 天$77，購保險之團友須付英文地址，另本公司送旅遊平
安保險十萬元正(香港居民身份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