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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一拾一號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一位會員捐款港幣 5,000 元給中國兒童基金，讓生活貧困的在學兒童受惠，非

常感謝： 
 

會員-不記名 港幣  5,000元正 
 

中國兒童基金起源於一位會員黃治國先生的大額捐款，目標是要協助國內生活貧困的在

學兒童，鼓勵他們努力自強，繼續學業。除了當初成立基金的一百萬港元，黃先生還繼

續有多次捐款，透過中國兒童基金這項目表達他對貧困學生的記掛及愛護之情，實在令

人敬佩。為表示心意，本會特別準備了一份感謝狀(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由本會第二司庫彭鉅銓先生往英國旅遊時代表致送給旅居當地的黃先生，日期在本年8

月15日，黃先生高興接受，並請彭先生轉達他對大家的問候，以下圖片為當時情況(相

片中有黃治國先生，葉國雄伉儷及彭鉅銓伉儷)： 

 

           
 

本會中國兒童基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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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名高中生，每人每年人民幣1,200元正。 
 

配合石龍民族中學學生人數增加，協會由2018/19的學年開始，把資助學生的名額增加

至180名，每名學生每年的資助金額維持在人民幣1,200元正。執委會衷心感謝會員、朋

友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期望關心農村學生的人士繼續踴躍捐輸，使這個資助計劃得以

延續。 
 

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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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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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泰物理治療診所‧診金及治療費優惠 
 

本會喜獲啟泰物理治療診所陳啟泰先生答允給予會員診金及治療費八折優惠，診所地址

及診症時間如下： 

 

治療項目︰ 筋骨創傷及骨科痛症，例如：背痛、腰痛、網球肘、坐骨神經痛

等。(診所設有超聲波掃描檢查儀器，及已增設衝擊波治療) 

 

治療收費︰ 一般治療每節收費港幣 550至 650元 

長者 (65 歲以上，持有長者卡) 每節收費港幣 400 至 500 元 

本會會員治療費用按以上獲八折優惠 (診金另議) 

 

地址︰ 炮台山診所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89號 桂洪集團中心23樓2304室 

預約電話：8102-5711 / 2578-8159 

太子診所 -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22樓2227室 

預約電話：8102-5699 / 2578-8151 

 

診症時間︰ 炮台山診所 - 逢星期日休息 

太子診所 - 逢星期三、日休息 

敬請預約( 診症時帶備有效會員證) 

 

診所網址︰ https://raysphysio.com/ 

 

 
九月份「季度特色」海鮮晚宴 
 

2018年第三季的「季度特色」海鮮晚宴，日期地點為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於灣仔入

境處總部20樓長官會所餐廳，同時為七、八、九三個月內生日的會員準備好生日蛋糕，

讓大家高興一番。每位參加晚飯者費用港幣300至350元，當晚菜單及其他詳情請參閱上

期通訊之附件一，並請於9月22日前報名。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2018年9/10月份有以下活動： 
 

 『起動吧！全港沙灘潔淨日 2018』-     2018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下午 2時

至 4 時    活動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舉辦，活動地點在大嶼山及南丫島

沙灘，活動內容是要集合二千名義工協助清潔海灘，一同締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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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旨在希望透過環保海灘清潔活動，提升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以推動沙灘

潔淨日，讓青年人及大眾了解如何從自身開始保護環境，激勵他們繼續回饋社會

之餘，亦積極訓練自己成為明日領袖。 

(註: 義工人數不限，參加者須年滿十二歲；活動當天需穿著入境處義工隊 tee 

shirt) 
 

 『月滿佳節譜關懷』-  2018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下午 1 時至 6 時     活動

由「生命熱線」舉辦，活動地點在九龍東 (觀塘區及黃大以區)，義工提供探訪

長者服務。(註: 5-6 名義工)  
 

 『愛心凝聚鐵礦場聯歡會』-   2018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活動由「馬鞍山鄰舍輔導會」舉辦，活動地點在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馬鞍山上村(礦場)，義工們一齊參加馬鞍山村民聯歡會、並協助場地佈置。 

 (註:義工名額不限 ) (收費用每位$100，多除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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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查看更多活動詳情，或瀏覽義工隊的網址(http://www.idvwt.org.hk)。  

 
協會的活動  

 

2018 年 9 月 17--21日(星期一至五)  境外遊 -- 湖南張家界 
 

協會本年度的境外遊地點是湖南張家界，行程等資料已於前期刊登，報名亦已截止。 

 

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  「季度特色」海鮮晚宴 
 

詳情見本通訊第二頁及上期附件一。 

 

201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    參觀文化博物館展覽「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 
 

「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是香港文化博物館本年度重點展覽，由七月中至十月

下旬舉行。 

 

展覽展出超過一百件展品，包括首次在香港展出莫高窟建於西魏時期、極具代表性的

285 窟，按一比一比例複製，重現洞內的壁畫和塑像，以及以數碼技術展現的第 45

窟、254 窟和莫高窟 61 窟中五代時期大型壁畫《五臺山圖》，配以珍貴的文物文獻、

多媒體互動裝置和影音節目等，全方位介紹敦煌的歷史和藝術內容。 

 

展覽透過敦煌石窟、文物和嶄新的多媒體技術，帶領觀眾深入認識敦煌的文化與藝

術，細味佛國世界與平凡眾生的故事，值得去看看。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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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5日(星期四)   協會秋季聚餐  
 

協會本年度的秋季聚餐地點已決定在九龍旺角雅蘭中心迎潮酒樓舉行，日期是 11 月 15

日(星期四) ，有關餐費及菜單等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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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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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最後的星期四(9月27日) 是「季度特色」海鮮晚宴，請大家報名參加。 

 
會員優惠 
 

本會已接獲啟泰物理治療診所陳啟泰先生答允給予會員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詳情請

看本通訊第二頁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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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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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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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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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 
  ... 附件一、二 



 
 

 

            《附件一》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專題展覽   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 

 
日期： 2018年 10月 8 日（星期一） 

 

地點： 

 

參觀時間： 

 

內容： 

香港文化博物館  新界沙田文林路一號 

上午 11 時 (於文化博物館正門入口集合)  

 

敦煌石窟藝術名聞天下，由康文署與敦煌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數碼

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將敦煌石窟藝術重現於香港觀眾眼前。

整個展覽主辦單位籌備花了一年半，展出逾百項展品，當中不乏一

級文物。 

 

香港文化博物館發言人表示，是次展覽透過數碼化技術，以及結

合敦煌出土文物、石窟藝術等，文物與觀眾「互動」，帶領

觀眾深入認識敦煌文化的內容。 

 

其中展覽中西魏時期極具代表性的莫高窟第 285 窟，首次透

過高清打印及透過逾萬張照片整理重現觀眾眼前。此外，第

254 窟亦運用相關數碼化資料，以影像融合技術重現洞窟色

彩；主辦單位更在第 45 窟運用虛擬實景（VR），使觀眾體驗

虛擬漫遊石窟的情境。 

 

公眾導賞時間：下午 12時 45 分至 1 時 45 分 

入場費：成人$10；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5 

參觀後往午膳，請留意以下地點。 

 

午膳地點： 稻香超級漁港 Pier 88 - 沙田沙田正街 1 號蔚景園 3樓  

 協會津貼會員每位 30 元 

注意事項： 

 

 

報名、查詢： 

集合時間前如遇雷雨、黃雨、三號風球或以上等惡劣天氣警告，當

日活動即告取消，協會不會作預先通知，敬請注意。 

 

請於 10 月 5日前致電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報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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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協會 2018  秋季聚餐 

 

日期     ： 2018年 11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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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 4 時 30分         麻雀耍樂  

晚上: 6 時 30分         酒會 

晚上: 7 時 30分         晚飯  

費用     ： 會員每位港幣 240元、非會員每位港幣 290元   

 (滿 80 歲或以上的會員則會獲得協會全數津貼，免費 

  參加聚餐) 

 

報名     ： 請於 10 月 26日前以傳真 23671671、 

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溫少薇女士  9041 4432、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何耀燊先生  6144 0622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 

 

娛樂     ： 餐前麻雀耍樂—請會員各自安排組合 

菜單： 富貴大紅袍           松露醬元貝花姿 

杏香百花球           玉環瑤柱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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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