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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零三號 
 

訃告 
 

本會永遠會員梁阮慧雲女士(Mrs LEUNG YUEN Wai Wan Vivian) 於 2017年 11 月 24日

因病辭世，仝寅深表痛惜。 

 

梁太服務入境處超過 30年，2003年退休。她丈夫梁炳焜先生通知殯葬安排如下： 

 

日期 ： 2017年 12月 13 日(星期三)  

下午 5時至 10 時 設靈 

 

2017年 12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 12 時 30分出殯，奉移火葬場火化 

 

地點 ： 新界沙田大圍富山悠安街 1號  

寶福紀念館二樓： 2A 寶善堂 

 

交通 ： 紀念館設有免費穿梭巴士往返港鐵大圍站，車站位於

積運街，鄰近大圍站 G出口及多個主要巴士站。 

致祭花圈預訂 ： 本會已聯絡一花店可預訂花圈，會員如有需要訂花致

意，可於 12月 11日(星期一)前聯絡以下人員：  

第二副會長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 - 9462 1245 

 

有意向梁太致最後敬意的朋友請留意上述時間地點，請注意：寶福山紀念館各堂內的空

調溫度非常低，請穿著足夠禦寒衣物。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兩位會員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共有港幣20,000元，讓更多在學兒童受惠，非

常感謝： 

黃國本先生 港幣10,000元 

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港幣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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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基金起源於一位會員的大額捐款，目標是要協助國內生活條件較差的在學兒

童，鼓勵他們努力自強，繼續學業。內地現時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包含六年小學和三年

初級中學。本會基金自2012年開始參與加拿大植苗基金會的資助項目，幫助廣西貧困農

村的學生完成高中教育（高一、高二、高三），現時負責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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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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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心人士繼續捐贈，使這個資助計劃得以延續。捐款或查詢請與第二

司庫彭鉅銓先生(電話：9535 8384)或任何一位執委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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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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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受資助學校，向學生們表達關懷、支持和鼓勵。2018年的探訪之旅在四月中旬， 亦

會順道參加農曆三月初三廣西壯族自治區一個壯族的重大節日，感受一下熱鬧氣氛。請

留意日後公佈詳情。 
 

 

 

以WhatsApp廣播傳送FISSA通訊 
 

有關協會推出的新措施，利用WhatsApp 廣播將電子郵件資訊(包括協會通訊) 直接送到

各會員手機終端，提供即時收發郵件的功能，使接收更方便、快捷。現通知大家會方發

送郵件的電話號碼是『9013 0347』，在收到第一次廣播時，請將此號碼儲存到自己的

電話通訊錄中，方便日後接收。 

 

會員如有問題或意見，請聯絡本會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或任何執

委，或將意見傳真至2367 1671或電郵至 secretary@hkfissa.org。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十二月份有以下活動： 

 

 『步行籌款暨秋季旅行』-  201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活動由「鄰舍輔導會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舉辦，服務地點

包括大埔海濱公園 / 沙田午餐 / 沙田文化博物館，義工協助照顧長者們參與活

動。(註: 六名義工(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  

 

 『出外鬆一鬆』-  201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活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D%E7%B4%9A%E4%B8%AD%E5%AD%B8


3 

 

由「東華三院 林百欣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舉辦，服務地點包括郵輪碼頭 / 
觀塘海濱公園，義工負責輪椅護送、協助長者及傷殘人士午膳、海濱公園散步。

(註: 八名義工 (與入境事務學院合作)義工午膳費用每位港幣一百元) )  

 

 『聖誕聯歡會 2017』-  201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 9 時至 11 時 45 分     

活動由「安定工場」舉辦，服務地點在屯門安定邨定泰樓地下安定工場，義工協

助透過遊戲及表演與服務使用者歡渡聖誕。(註: 四名義工 (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工展顯關懷 2017』- 2017年 12 月 27日(星期三)  上午 11 時 30分至下午 2時     

活動由「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舉辦，服務地點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義工

協助照顧長者們參觀工展會及購物。(註: 八名義工(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  

 

 『毅力十二愛心跑』-  2017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  上午 7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     

活動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舉辦，服務地點在香港體育學院，義工協助活動

順利進行。(註: 不限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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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星期五) 退休公務員旅行 (印洲塘海岸公園、荔枝窩、鴨洲及吉澳) 

本會共有34位會員／親友參加第二十二屆退休公務員旅行，一天內暢遊多個離島景點，

都是平日少有公共交通到達的地方，當天天氣奇佳、景色極美。拍攝的照片部份已上

網，請登入 http://www.hkfissa.org 閱覽。 

 
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  協會2017秋季聚餐「輕歌妙韻FISSA夜」 

秋季聚餐筵開16席，有嘉賓及會員歌唱表演，加上美食與抽獎，氣氛非常熱鬧，參加者

都感覺興奮開心。拍攝的照片部份已上網，請登入 http://www.hkfissa.org 閱覽。 

 
2017年12月28日(星期四)  「季度特色」 蛇宴 

十二月最後的星期四晚（12 月 28 日）於灣仔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的聚會，將會特

別安排蛇宴，並同時為十、十一、十二月份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由協會負責蛋糕費

用，冀所有參加聚會的朋友齊齊分享生日會員的喜悅，盡情享受一晚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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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晚上: 6 時              輕談淺唱 

晚上: 7 時 30分         晚飯 

 

費用 : 每位參加蛇宴 港幣 250元    

 

報名 : 請於 12 月 22日前以傳真 23671671、 

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 

 

菜單： 太史五蛇羹﹝兩窩﹞       

杏香炸蛇丸                古法羊腩煲﹝跟時蔬﹞       

清蒸大沙巴龍躉            腿茸浸豆苗                 

茶皇煙燻雞                生炒臘味糯米飯 

勁薑蕃薯糖水              香芒紫薯煎堆仔 

 
 

 
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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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夜晚宴及戊戌狗年流年運程講座 

 

項目由聯席會議籌辦，並邀得全球十大傑出華人、教育署退休助理署長馬志堅老師出席

主講戊戌狗年流年運程，歡迎本會會員及親友參加。 
 

地點： 香港北角渣華道 303 號廉政公署大樓 9樓（廉政公署職員餐廳） 

 

時間 :   晚上: 6 時 30分        酒會（即場寫揮春）  

晚上: 7 時至 8 時       戊戌狗年流年運程講座 

晚上: 8 時至 10 時      晚宴、表演、抽獎 

 

費用 : 每位 港幣 280 元    

 

報名 : 請於 1月 10日前以傳真 23671671、 

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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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 燒味雙拼                  蜜豆腰果牛柳粒 

碧綠帶子蚌仁              醬爆珊瑚鳳片   

猴頭菇蜜棗燉螺頭          清蒸龍躉班                  

紅寶珍菌浸菜苗            金舫脆皮燒雞                 

鮮茄海皇炒飯              鮮果拼盤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新春團拜  

2月22日是農曆正月初七，剛好是二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四的聚會，好日子舉行新春團

拜，請留意下期公佈。 

 
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新春行大運 

2月26日是農曆正月十一，按慣例慶新春往太平山，環繞山頂走一圈，鴻運當頭，事事

稱心！請留意下期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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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第二司庫彭鉅銓先生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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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特色」宴除外)，輕談淺唱，歡度一

個快樂的晚上。 
 

12月份的聚會在12月28日(星期四) ，是季度特式「蛇宴」，請預先報名。。              
 
 

 

 

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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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科專科蘇煒垣醫生診

金八折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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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角「城市花園酒店」西餐廳「綠茵閣」自助午、晚餐「六折優惠」等，詳細資料可於本

會網站的「優惠福利」頁內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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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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士偉 
 

                                               2017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