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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零五號 
 

農曆新年將至，先祝大家年年順景、歲歲平安 

事事如意大吉祥、家家順心永安康！ 

 

入境事務學院結業會操 
 

入境事務學院下一期的結業會操在2018年3月16日舉行，由於回歸後步操的內容已增加

很多新意，又有入境事務處樂隊表演，本會情商並已獲學院同意給予30座位，讓有興趣

的本會會員進入會場參觀。詳情如下： 
 

地點： 入境事務學院 - 新界屯門青山灣青山公路 82號 

 

時間 :   下午三時 

 

午膳 : 往參觀結業會操前在九龍塘又一城酒樓午膳，後由九龍塘港鐵站

用專車接送會員前往入境事務學院。 

 (有關酒樓及集合時間等資料會稍後通知報名的會員) 

 

報名 : 請於 3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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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作一簡介，入境事務處樂隊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成立，以業餘銀樂隊形式參與部門的

演出及會操，亦會不時獲邀到不同場合演出，例如部門的周年晚宴、其他部門的嘉年華

會等。 

 
入境事務處職員同樂會(IDSC)2018 周年聚餐 
 

一年一度的入境處職員同樂會周年聚餐將於3月16日(星期五) 假座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六樓宴會廳舉行，本會已預留一批席券供會員購買，席券每張港幣340元，有興趣參加

請於3月8日前與蘇建邦先生 (電話：9387 4234)、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或任

何一位委員聯絡。亦可以電郵至secretary@hkfissa.org 報名。 
 

由於入境事務學院的結業會操亦於同日下午舉行，本會將會安排專車免費接載有興趣參

加全日兩項節目的會員，會操完畢後由學院前往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參加職員同樂會的

周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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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會籍提示  
 

2018年「延續會籍」的時間又到了，請各位非永久會員將劃線支票(會費每年港幣150元)寄回香

港郵政 總局郵箱 5853 號，或存入本會恆生銀行戶口369-143193-883，然後通知我們。續會表

格可在 http://www.hkfissa.org 網上下載。為鼓勵會員將會籍轉為永久性，現只需一次過補

交續會費港幣900元正便可。查詢請致電 9462 1245 與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聯絡。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現居於美國的會員詹志成先生捐款港幣20,000元給中國兒童基金，讓更多在學

兒童受惠，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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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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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延續這項善舉，希

望有心人士繼續捐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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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如下： 

2018年4月15日 第一天 乘坐中國鐵路列車往廣西桂平市 

2018年4月16日 第二天 探訪桂平石龍民族中學、往武鳴 

2018年4月17日 第三天 探訪武鳴民族中學 

2018年4月18日 第四天 往南寧，晚上與畢業學生進餐敘舊 

2018年4月19日 第五天 離開廣西返港 

 

有興趣參加2018年自費廣西考察之旅的會員，請與第二秘書羅衍璋(電話：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聯絡。 

 
義務工作發展局項目‧一齊捐書，「書出愛心 書出愛」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局）聯同太古愛心大使及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書出愛心 十元 

義賣」。書籍回收活動現已展開，捐贈的書籍將由義工進行整理和分類，再以每本港幣 

10 元，於4月12至15日期間在太古坊 ArtisTree 進行義賣，籌得善款全數撥捐香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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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群益會及義務工作發展局作慈善用途。活動透過收集和義賣市民捐贈的二手好書，使 

閱讀文化得以傳承，並啟發智慧。會員如有書籍可以捐出，請交到大會的收書點。37個

收書點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或在以下網頁查看： 

http://www.avs.org.hk/tc/contact_us 

http://www.swireproperties.com/static/booksforlove2018.pdf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2018年2月份有以下活動： 
 

 『每月外出活動』-  2018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活動由「東華三院 馬興秋安老院」舉辦，活動地點在沙田瀝源邨，義工協助長

期住院體弱長者外出逛街、遊公園 (視乎當日天氣而定)。(註: 六名義工 (義工

須協助推輪椅)) 

 

 『中國人壽(海外) 2018 香港街馬@九龍』-  2018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  上午 6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活動由「全城街馬」舉辦，活動地點在啟德遊輪碼頭對

開空地，義工負責協助行李寄存 --- 備註: 

1. 有為義工購買保險 

2. 有義工衫提供 (未有尺碼選擇) 

3. 提供早餐及午餐 

4. 有證書派發 

5. 大會免費接駁巴士 (詳情稍後通知) 

(註: 十名義工 (與入境事務學院合作))  

 『新年團拜 2018』-  2018 年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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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活動地點在屯門安定邨定泰樓

地下安定工場，義工負責透過遊戲及表演與服務使用者共享新年氣氛。(註: 四

名義工 (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揹水一戰 2018」慈善越野跑比賽』- 2018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 時

至下午 6 時 30 分       

(一) 早更：上午 8 時至下午 1時；  

(二) 午更：下午 1 時至 6時 30分；  

(三) 全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時 30分  

 

活動由「點滴是生命」舉辦，活動地點在香港仔郊野公園，義工負責協助比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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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進行 (須要體力勞動) ---   備註： 

 

1. 活動當天派發義工證作識認； 

2. 「早更」義工有三文治早餐，「全日」義工有飯團午餐； 

3. 請自備環保水樽 

    

(註: 每更十五名義工)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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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星期四)  「季度特色」 蛇宴 
 

十二月最後的星期四晚於灣仔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的蛇宴，共有 102 人報名參

加，當晚並同時為十、十一、十二月份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所有參加聚會的朋友盡情

享受了一個開心愉快的晚上。當晚拍攝的相片請登入本會網址 http://www.hkfissa.org 參

觀活動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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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聯席會議舉辦的這個活動，本會共有 34 位會員/親友參加。除了聽馬志堅老師講戊戌

狗年流年運程外，還欣賞到馬志堅師傅及高徒的武術表演，以及本會第一副會長蘇建邦

先生的歌唱表演。當晚拍攝的部份相片請登入本會網址 http://www.hkfissa.org 參觀活動

頁查看。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新春團拜  
 

農曆正月初七將會在入境大樓20樓舉行新春團拜，當天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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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兒在入境處總部20樓熱鬧歡聚，一起晚餐，慶祝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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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預先報名，請致電第二秘書羅衍璋(9462 1245)或其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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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新春大夥兒往太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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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上期通訊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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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季度特色」 咖喱+自助晚餐 
 

三月最後的星期四晚（3 月 29 日）於灣仔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餐廳的聚會，將會

特別安排咖喱+自助晚餐，並同時為一、二、三月份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由協會負責

蛋糕費用，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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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加氣氛，當晚特別安排有琴師奏樂，並有歌手獻唱，歡迎會員上台齊齊玩。報名唱

歌請聯絡蘇建邦先生，電話：9387 4234。 

時間 :   晚上: 6 時              輕談淺唱 

晚上: 7 時              咖喱+自助晚餐 

 

費用 : 每位參加者 港幣 280元    

 

報名 : 請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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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什果煙三文魚沙律、田園沙律、秋葵淮山紅腰豆紫薯沙律      

           咖喱雞、咖喱羊、咖喱牛肋條     

            咖喱角、印度烤餅、黃薑飯 

                  ＊  ＊  ＊           

            燒味拼盆、紅燒瑤柱雞絲羹 

             豉油皇煎中蝦、清炒什菜 

         富貴花彩椒茭白龍躉球、什錦串燒 

    枝竹雲耳北菰金針銀杏炆栗子、海螺片扒豆腐 

                  ＊  ＊  ＊           

             香芒凍布甸、藍莓芝士餅 

                  啤酒汽水任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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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每位每次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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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意，由於轉換服務承辦商，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內中菜廳及咖啡室

（西餐廳）由2018年1月2日開始暫停營運，預計2018年2月恢復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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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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2018年3月29日為本年第一個季度特色宴 -- 咖喱+自助晚餐，請先報名。 

 
會員優惠 
 

本會已接獲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通知，給會員於酒店內西餐廳「綠茵閣」的自助餐六

折優惠延長至2018年12月31日。與此同時，折扣優惠更擴展至酒店內另一食肆「沙嗲

軒」，請留意以下詳情： 

 

 「綠茵閣」-- 自助午、晚餐「六折優惠」（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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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下列日期除外： 

2018 年 2 月 14-18日、5月 12-13日、12 月 22-25 日 

 

 「沙嗲軒」-- 午、晚餐「八折優惠」:優惠只適用於點菜 (A La  

             Carte Menu only）   

優惠期：由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下列日期除外： 

所有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條款與細則： 

 會員擬惠顧享受優惠必須先訂座，並於訂座時說明是本會會員 

 而結帳前須出示本會有效之會員證，並且須使用與本會會員證同名之信用咭結

帳，方可獲得優惠 

 每次惠顧以 12 位優惠為上限 

 須按照原價加一服務 

 如有任何爭議，城市花園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地址 訂座電話 營業時間 

綠茵閣 北角城市花園道 9號   

城市花園酒店 1 樓 

（港鐵炮台山站 B出口） 

2806 4922 
午餐：12:00-14:30 

晚餐：18:30-21:30 

沙嗲軒 北角城市花園道 9號   

城市花園酒店地下低層 2806 4938 
11:30 – 15:00 

18:00 –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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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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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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士偉 
 

                                                2018年2月8日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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