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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零六號 
 

訃告 
 

本會永遠會員張偉松先生(Mr Cheung Wai Chung) 於 2018 年 2月 17日因病辭世，仝寅

深表痛惜。 
 

張先生 1967年入職，服務入境處超過 30年，1997年退休。他家人通知殯葬安排如下： 
 

日期 ： 2018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  

    下午 6時至 9時設靈 

2018年 3 月 31 日(星期六) 

    上午 10時出殯(親友 9時前到殯儀館) 

 

地點 ： 新界沙田大圍富山悠安街 1號  

寶福紀念館 4樓： 4J妙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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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其他查詢，請致電第二秘書羅衍璋 9462 1245。 

 
 

眼科專科周伯展醫生‧診金及手術費優惠 
 

本會喜獲眼科專科周伯展醫生答允給予會員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診所地址及診症時

間如下： 

專業資格︰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1977, 愛爾蘭皇家內科醫學院及外科

醫學院眼科文憑 1981,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 1985, 

英國皇家眼科醫學院院士 1989,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眼科) 

1993, 香港眼科醫學院院士 1996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座1506室 

 

診症時間︰ 星期一至五︰1000-1300; 1500-1800 

星期六︰1000-1500 

 

辦公室電話︰ 2391 8433 (請電話預約)( 診症時帶備有效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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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 - 有關預訂羽毛球場的新規定 
 

本會以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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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二及五

上午時段。隨著 2018 年轉換服務承辦商，該會的管理執行委員會亦檢討了預訂羽毛球

場的規例，不讓使用者長期預訂某日子的場地，改為每一次使用前需要預訂，由本年三

月一日開始。雖經本會向管理執行委員會爭取，但未能獲准繼續每星期二、五定期使用

羽毛球場。在新措施實施後，我們仍然盡量安排每星期二、五上午在羽毛球場練習，有

興趣參加練習的會員請先聯絡本會第二司庫彭鉅銓先生（電話：9535 8384），確定場地

已獲得編配才好前往。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本會的中國兒童基金於2011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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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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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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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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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意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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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2018年3月份有以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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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花卉展覽』-  201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活動由「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舉辦，活動地點在田景中

心 / 維多利亞公園，義工協助協助智障人士參觀花卉展覽。(註: 五名義工，與

機構向外招募的義工合作 (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花展活動』-  201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活動由「鄰舍輔導會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舉辦，活動地點在護理安老院(何文

田冠暉苑高暉閣五樓) / 維多利亞公園，義工負責協助長者參觀花展及午膳。 

(五名義工，與入境事務學院學員合作 (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註:義工需付港幣 90 元午膳費用  

 

 『傷健共融踏過城門水塘』-  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      活動由「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舉辦，活

動地點在城門水塘，義工負責協助智障人士遠足、野餐及嘗試創健力士紀錄。

(註: 十二名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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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新春行大運 
 

新春行大運當天雖然未有陽光普照，大隊三十多人環繞太平山頂開心漫步後，到蓮香居

享受一頓豐富午餐。當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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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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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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5-19日  廣西考察之旅 
 

每年一次自費往廣西學校探訪較為貧困的學生，為他們打氣，歡迎會員帶同親友參加，

詳情請看本通訊第二頁中國兒童基金段。 
 

2018年5月10日(星期四)  協會周年聚餐 
 

協會將於5月10日舉行周年大會，會後隨即晚宴，地點在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詳細安排下期公布，敬請留意。 
 

2018年6月1日(星期五)  大埔慈山寺參學 
 

協會已取得6月1日當天早上時段參學，歡迎會員與親友參加，詳細安排下期公布，敬請

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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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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盡

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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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訂場機制

有變，未知是否一定預訂得到羽毛球場，有興趣參加的會員請先與本會第二司庫彭鉅銓

先生聯絡（電話：9535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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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已接獲眼科專科周伯展醫生答允給予會員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詳情請看本通訊

第一頁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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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城市花園酒店」內西餐廳「綠茵閣」自助餐

六折優惠及另一食肆「沙嗲軒」八折優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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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