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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零七號 
 

周年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暨聯歡晚宴 

周年大會定於 2018 年 5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在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舉行，誠邀所有會員踴躍出席。召開周年大會的通告及委托投票書 

(Notice of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Proxy Form) 、會長年報、「香港前入境處

職員協會有限公司」的核數師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及收支計算表)，現隨信附上。 

周年大會程序包括會務及財政報告等，周年大會完畢後，招待嘉賓及會員的酒會將於 6

時 30分開始。 

當晚隨後舉行的聯歡晚宴詳情如下： 

地點 ：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 

時間 ： 晚上 7時 30分入座（餐前酒會於晚上 6 時 30分開始） 

費用 ： 會員港幣 150元、非會員港幣 300元、80 歲或以上會員一律免費 

報名 ： 陳依偉先生 電話：9351 6102 

  何耀燊先生 電話：6144 0622 

  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娛樂 ： 麻雀耍樂可於下午 4 時 30分開始，請會員各自安排。(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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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元，讓生活條件較差的在學

兒童受惠，非常感謝。 

 

彭鉅銓先生 港幣15,000元 

一位不透露姓名會員 港幣 7,000元 

        

本會的中國兒童基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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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高二、高三），基金現時負責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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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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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學生得到資助，協會計劃來年將受助人數增加，故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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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捐款 
 

協會亦收到會員張森全先生捐款港幣 10,000元正，資助會務發展，非常感謝。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2018年5、6月份有以下活動： 
 

 『健步行 – 鳳坑家樂徑』-  2018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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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在田景中心 / 鳳坑家樂徑，義工與服務使用者郊遊遠足，享受大自然。(註: 

七名義工，機構也向外招募) 

 

 『傳承愛「深」- 關懷探訪計劃 2018』-  2018年 6月 2 日(星期六)  

                                                及 6月 9日(星期六)   

第一節︰上午 9 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第二節︰下午 2 時 30分至下午 5時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5月 4日) 

活動由「鄰舍輔導會 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舉辦，活動地點在深水埗區，

於端午節期間舉辦關懷探訪活動，期望能藉著到戶探訪，送上端午糉及禮物福

袋，讓社區獨居、兩者及全長者家庭得到社區人士的慰問與關懷，感受節日氣

氛。活動將安排義工以小隊形式探訪，表達關心，並了解長者們的需要。 (義工

人數不限) 

 

 『特能龍舟 2018』-   2018 年 6月 18日(星期一)   上午 9時至下午 3 時 

活動由「鄰舍輔導會 康復服務部」舉辦，活動地點在西貢區龍舟競渡，內容：

藉著平等參與及社會共融之理念，給予弱能人士機會參與龍 舟競賽活動；藉著

龍舟訓練，強化弱能人士體能發展；透過參加龍舟競賽培訓過程中，加強弱能人

士在團體中之合作性及紀律性，及藉此發揮他們在運動上的潛能。義工除負責划  

動龍舟外，也要協助隊長工作，有基本的能力去協助弱能隊員，也應兼顧安全工

作和發揮團隊精神等。工作包括撿查隊員助浮衣是否正確穿上、確保龍舟內沒有

障礙物、協助上落龍舟、與弱能艇員一起受訓和演習等等。大會將提供海上龍  

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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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九名划手、一名鼓手 (義工須參加七堂，由中午 12 至下午 2 時，在西貢

沙下海灘的賽前訓練，日期為：4 月 29 日、5 月 6 日、5 月 13 日、5 月 20 日、5

月 27日、6月 10日及 6月 17日。) 

 

註︰賽事完畢，主辦機構設宴招待參賽隊伍，共同慶祝活動完成，歡迎各參賽義

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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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灣仔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的咖喱+自助晚餐，共有 62 人報

名參加，當晚並同時為一、二、三月份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當晚除美食外，還有現場

漫妙的演奏與歌唱，參加者載歌載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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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共有 13 位會員／親

友報名參加，會合植苗基金人員一起到廣西桂平、武鳴、南寧三地與學生見面傾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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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或瀏覽本會網站之「活動專區」頁。  
 

2018年6月1日(星期五)  大埔慈山寺參學 

 

協會已成功預約於 6 月 1日早上以團體名義前往大埔慈山寺參學，名額 60位，參學完

畢後前往粉嶺蓬瀛仙館午膳，品嚐齋菜。是次活動會員可獲車費津貼（旅遊巴士由大埔

墟火車站至慈山寺／慈山寺至粉嶺蓬瀛仙館），同行人士要自付車資 (每位會員最多可

邀請一位年滿 18歲的人士參加 )。 

 

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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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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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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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專科周伯展醫生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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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 附件一、二 



                                                 《附件一》 

2018 周年晚宴 

 

日期     ： 2018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  

地點     ：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 

時間     ： 傍晚: 6 時 30分         餐前酒會 

晚上: 7 時 30分         晚餐  

費用     ： 會員 150 元  、  非會員 300 元   

 80歲或以上會員一律免費 

  

報名     ： 請於 4月 28日前以電郵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何耀燊先生  6144 0622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娛樂     ： 麻雀耍樂—下午 4時 30分開始，請會員各自安排組合 

菜單： 富貴大紅袍             碧綠花姿蝦球          

松露海皇卷             鮑螺片扒時蔬 

竹笙海皇燴花膠         鮑魚菇扣玉掌 

清蒸珍珠躉             當紅脆皮雞 

鮑汁荷葉飯             美點雙輝 

紅豆沙 

 
 



                  《附件二》                                                         

往大埔慈山寺參學 

 
位於大埔洞梓的慈山寺背靠八仙嶺，面向船灣淡水湖，山青水靜，鳥語花香。

古雅的仿唐建築與大自然融合為一，締造出關顧心靈的獨特空間。 

  

在大埔多處均可看見 76米高（約 23 層樓）巨型青銅觀音像，於洞梓山谷中

屹立，慈山寺隱蔽於叢林中間，在山下的洞梓路看不見，但在附近的村落如

布心排村，就能看見一組古樸的唐式建築，坐落於觀音腳下，單是寺院的大

雄寶殿就佔地 1 萬平方呎，寺內其他設施有鐘樓、觀音殿、天王殿、地藏殿、

藏經閣、禪堂及僧侶宿舍等。殿堂間有迴廊連接，設計融入自然。 

  

參學日期：2018年 6 月 1日（星期五） 

  

集合時間：早上 9時 10分（9 時 15 分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港鐵東鐵線大埔墟站大堂外(近 A1出口) 

  

名額：60 (每位會員最多可邀請一位年滿 18歲的人士參加 ) 先到先得 

  

午膳安排： 慈山寺參學完畢後，約 12時 15分前往粉嶺蓬瀛仙館午膳。 

 

費用:  每位參加者車費港幣 30元，午餐素齋約港幣 100 元，會員獲協會津

貼當天車費(旅遊巴士由大埔墟火車站至慈山寺／慈山寺至粉嶺蓬瀛

仙館)。 

 

溫馨提示:  參學時請穿著莊重的服裝(如有袖上衣、長褲、七分裙或七分褲 

          等)。慈山寺保留權利拒絕穿著不莊重服裝(例如，無袖上衣、迷 

          你裙、熱褲、短褲等）之人士入寺。 

          並請訪客進入慈山寺之後，以温柔的關愛，守護著一份共享的 

          寧靜。 

 

報名程序:  報名請於 5月 18日前與陳依偉先生 9351 6102 或蘇建邦 

          先生 9387 4234 聯絡。如名額不足夠招呼所有報名者，便先到 

          先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