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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一拾五號  

 
2019年到了，祝願各會員在新的一年有更豐盛的人生，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幸福平安！ 

 
新增公務員診所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通知，衞生署轄下一間新公務員診所(即西貢公務員診所)已於 2018

年12月20日(星期四) 啟用。 
 

新設立的西貢公務員診所位於西貢萬年街23號方逸華診所1字樓。公務員、退休公務員

及合資格人士可直接致電西貢公務員診所或透過自動電話預約系統預約診症時段。詳情

請參閱附件一。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三位會員捐款共港幣 31,500 元給中國兒童基金，讓生活貧困的在學兒童受

惠，非常感謝： 
 

陳景恒先生 港幣   1,500元正 

陳汝榮先生 港幣  10,000元正 

詹志成先生 港幣  20,00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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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名高中生，每人每年人民幣1,200元正。 
 

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外，每年都會安排自費前往廣西考察之旅，探訪受資助學校，向學

生們表達關懷、支持和鼓勵。2019年的探訪之旅為期5天，由2月25日至3月1日。今年除

了探訪，還會面試申請特訓資助的學生，了解他們的困難及決定申請人可以獲得多少資

助金額。這些學生是經學校發掘到他們在本科有天份有潛質的高二學生，鼓勵他們到南

寧參加特別訓練，訓練後的考試成績對學生日後投考大學有加分之助。對於獲得學校推

薦但家境貧困而未能參加這類特別課程的學生，本會基金決定2019年開始資助，讓他們

不致錯失上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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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上幫助無力參加特訓學生這新項目，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捐款查詢請聯絡第二司庫彭鉅

銓先生(電話：9535 8384) 或任何一位執委，衷心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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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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訊-會員消息 
 

噩耗傳來，本會會員黃兆榮先生 (Mr WONG Shiu Wing) 已於2018年1月14日不幸病逝，黃

先生女兒告知她父親2018年初感不適，短時間便於伊利沙伯醫院病逝。本會同寅深感痛

惜，望其安息天父懷中。黃先生1965年3月入職，服務入境事務處紀律部隊超過20年，

1985年12月退休。 

 
「城市花園酒店」各食肆折扣優惠 
 

本會已接獲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通知，給會員於酒店內各食肆折扣優惠，包括西餐廳

「綠茵閣」、中菜廳「粵」及另一食肆「沙嗲軒」，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2019年1月份有以下活動： 
 

 『傳承愛「深」 - 關懷探訪計劃』- 2019年 1 月 19日(星期六 ) 上午 9 時 30 分

至中午 12時 ； 下午 2時 30 分至下午 5時 

(義工可選擇其中一段時間)    活動由「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舉辦，在深水埗區舉行。義工到戶探訪、送上溫暖湯包及禮物福袋。活動將安排

義工以小隊形式探訪深水埗區的獨居、兩老及全長者家庭，表達關心慰問， 

並了解他們的需要。 (註: 義工人數不限)  
 

 『步步上高峰』- 2019年 1 月 21日(星期一)   上午 9時 45 分至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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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菠蘿山，義工負責與學員外出感受行山樂趣及午膳。 (註: 4 名義工 (機

構也向外招募) (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每月外出活動』-   2019 年 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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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負責協

助長期住院體弱長者外出逛街、遊公園。 (註:6-8 名義工) (義工需協助推輪椅) 
 

 『歲晚送暖表愛心』-    2019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   下午 1 時至 6時 

活動由「生命熱線」舉辦，活動地點在九龍坪石邨多用途活動中心 (近金石樓) 

(港鐵彩虹站 A2 出口步行約 5 分鐘)，讓社區內長者們藉著義工探訪，感受一點

祝福及溫暖。 (註: 義工人數不限) 
 

 『生活多姿彩 – 年宵巿場』-   2019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中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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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朗年宵巿場，義工負責與學員外出行年宵感受農曆新

年氣氛。  (註: 4名義工 (機構也向外招募) (義工須協助推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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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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5 日(星期四)   協會秋季聚餐  
 

秋季聚餐拍攝的照片 Part B亦已上網，請登入 http://www.hkfissa.org 「協會聚

餐」欄閱覽。 

 

2018年 12月 27 日(星期四)  「季度特色」 蛇宴 
 

「季度特色」蛇宴共有 108人參加，筵開九席，季內生日的 15 位會員開心切餅。當晚

拍攝的照片已上網，請登入 http://www.hkfissa.org 「參觀活動」欄閱覽。 

 

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境外遊 ～ 港珠澳大橋～ 珠海一天遊 
 

本會安排於 2019年 1 月份經港珠澳大橋往珠海一天遊，由新華旅遊有限公司承辦，共

有 41人報名參加，已滿額。 

 

2019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 新春行大運 
 

2019年 2 月 11 日是農曆新春正月初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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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2019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 新春團拜 
 

2019年 2 月 21 日是農曆正月十七，趁年初歡樂氣氛舉行新春團拜，大夥兒在入境處總

部 20樓熱鬧歡聚，一貣晚餐，慶祝豬年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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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留日期踴躍參加。 
 

2019 年 2 月的每月最後星期四晚飯聚會 
 

由於 2019年 2 月 28 日，2 月份的最後星期四是協會另一活動 ~ 往廣西探訪學生的考

察之旅(2019年 2月 25日至 3 月 1 日）其中一天，2月 28日晚飯聚會取消，改為提早

於 2 月 21日舉行的新春團拜聚會，敬請留意。 

 

2019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往金管局資訊中心參觀+自助午餐 
 

金管局位於中環金融街 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55 樓的資訊中心介紹香港金融管理局的

工作，並收藏中央銀行和有關課題的書籍、期刊及其他文獻。資訊中心包括展覽館和圖

書館兩部分，是供金管局職員使用的資訊中心，也是開放予公眾人士的教育及資料研究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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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每日均設導賞服務，本會已預約於 2019 年 3月 12日往參觀。名額 30位，每

位會員可帶一位親友參加。參觀後往北角城市花園酒店內西餐廳「綠茵閣」自助午餐。

詳情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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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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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食肆優惠外，長者安居協會給本會會員的平安服務專享優惠計劃亦

已更新，最新優惠期至2019年6月30日。詳情請參閱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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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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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專科周伯展醫生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啟泰物理治療診所診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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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8日 
 

 

附件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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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 

香港北角「城市花園酒店」給予本會會員於酒店內各食肆的折扣優惠由2019年1月2日至

2019年12月31日。請留意以下詳情： 

 

 

 

綠茵閣 

自助午餐 自助晚餐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四 星期五至日及公眾假期 

68折 72折 68折 72折 

下列日期不設優惠： 

2019年 2月 2至 7及 14日、5月 11-12日、6月 15-16日、9月 13-14

日、12月 21-26及 31日 

 

 

 

 

中菜廳

「粵」 

午餐自選菜式 晚餐自選菜式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85折 9折 8折 9折 

下列日期不設優惠： 

2019年 2月 2至 7及 14日、5月 11-12日、6月 15-16日、9月 13-14

日、12月 14至 15及 21至 22日 

 

 

 

沙嗲軒 

午餐及晚餐自選菜式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除外) 

85折 

下列日期不設優惠： 

2019年 2月 2至 7及 14日、5月 11-12日、6月 15-16日、9月 13-14

日、12月 21至 22及 24至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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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不可與其他促銷特價項目同時使用 

 優惠不適用於舉辦宴會、大型社交項目，固定餐牌內菜餚及特價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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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菜廳

「粵」 

北角城市花園道 9號  城市

花園酒店 1樓 

 

2806 4918 
11:30 – 15:00 

18:00 –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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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新春行大運 － 太平山頂 

 
日期： 2019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正月初七 

 

集合時間： (1) 上午 9時 30分 

(2) 上午 10 時 30分 

 

集合地點： 

 
 

領隊： 

(1) 中環干諾道中(交易廣場)巴士總站側行人區 

(2) 太平山頂廣場 

 

陳汝榮先生 

  
行程： 

 
 
 
 
 
 
 
 
 
 
 
 
 
報名： 

9 時 30 分集合後乘 15 號巴士往太平山頂，與 10 時 30 分在山頂

廣場等候的朋友會合之後，環繞山頂步行一周，祝大家鴻運當頭、

身心康泰。繼續向薄扶林方向走，然後到上環 蓮香居一起午膳。

協會津貼會員午膳每位 30元。 

太平山頂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名勝景點之一，也是鳥瞰壯麗海港、

絢麗市景的理想地。於風景優美的山頂環迴步行徑漫步，可見層

層疊疊的摩天高樓、享譽全球的維多利亞海港，以及清新宜人的

翠綠山巒；從盧吉道觀景點放眼遠望，維港風光更是一覽無遺。 

郊遊徑沿途鳥語花香，樹木生長茂盛，是市區少有的生態觀賞路

線。 

參加往蓮香居午膳朋友請預先報名，因要在茶樓訂位。 

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陳汝榮先生   電話：9180 2927 

 
注意事項： 行山活動，請自備糧水、晴雨用具、藥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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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聯絡： 第二秘書羅衍璋女士   電話：9462 1245 

 

 



 
 

 

            《附件四》 

                                                                 

 參觀金管局資訊中心 

 
日期： 2019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地點： 

 

參觀時間： 
 
 

 

內容： 

中環金融街 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55樓 

 

上午 10時 30分 (10時 15分於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地下金管局大堂的

接待處集合) 

 

「金管局資訊中心」有展覽館及圖書館兩部份。 

展覽館有三個展區，「政策」展區闡述金管局的工作，介紹相關的

金融知識；「貨幣」展區全面介紹香港貨幣的設計、防偽特徵、製

作過程和其他趣味知識，並展出香港現時流通的鈔票和硬幣；第三

展區「歷史長廊」簡介香港貨幣及銀行發展史。唯此展館會因進行

翻新工程而不開放。 
 

圖書館收藏香港貨幣、銀行與金融事務的詳細資料，以及與全球各

地中央銀行有關的資料，但書籍及其他藏品不供外借。 
 

另外，參觀者可向資訊中心服務台選購金管局各種刊物和紀念品。 

又不用花錢而有舒服的環境居高臨下欣賞周圍景色。 
 

參觀名額30位，每位會員可帶一位親友參加。 
 

參觀後往午膳，請留意以下地點。 
 

午膳地點：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內西餐廳「綠茵閣」自助午餐 

北角城市花園道 9號  城市花園酒店 1樓 

(協會津貼會員餐費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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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0日前致電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報名，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聯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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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會員尊享優惠 



 

 

 

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鐘」服務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會員專享優惠」登記表 

(可自行影印使用) 

 

登記人資料 

登記人姓名： 女士/先生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與使用者關係：  (登記人如非使用者) 

電郵地址：  

 

使用者資料 

使用者姓名： 女士/先生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身份証號碼：  

家居電話：  手提電話：  

通訊地址：  

 

優惠計劃  (請剔出選擇)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室 內 「 平 安 鐘 」

 

以優惠價$1,150 享用 12(10+2)個月服務，加送$100 超市現金券 

 服務須配合家居固網電話使用 

預繳 *租機連服務月費 最短協議期 

$1,150 $115  $96 12 個月 

「智 平 安®」App 

   

以優惠價$1,380 享用 12 個月服務，加送八達通藍牙遙控及$100 超市現金券 

 服務須配合智能手機使用 

 

預繳 *服務月費 最短協議期 

$1380 $168  $115 12 個月 

「平安手機®」 加送$100 超市現金券 

 服務計劃包括”無限”分鐘、10,000 個網內短訊、3 人會議、來電等候、來電顯示及飛線功能  

  

機價 *服務月費 最短協議期 

$800 $198  $138 12 個月 

「隨身寶®」 以優惠價$1,740 享用 8(6+2)個月服務，加送$100 超市現金券 

 服務計劃包括 1000 分鐘基本通話時間 

                                      

預繳 *租機連服務月費 最短協議期 

$1,740 $290  $218 8 個月 

 

 

  
尊享優惠熱線：黃家銘先生(5110 9805 或 2952 1824) 

請將表格副本傳真至 2372 0017 或郵寄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60 號愛民廣場一樓 F42 市務部收 



 

 

條款及細則 

1. 有關室內「平安鐘」、「智平安®」App、「平安手機®」、「隨身寶®」優惠： 

 此優惠只適用於即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間（包首尾兩日）首次登記長者安居協會(協會)之室內「平安鐘」、「智平安®」App、「平安手

機®」及「隨身寶®」新用戶須於成功登記日起計 30 日內啟動服務，方可享有此優惠。 

 室內「平安鐘」服務最短協議期為 12 個月，預繳$1,150，包括租機連服務月費。協議期結束後，服務租機連服務月費為$115。 

 「智平安®」App 最短協議期為 12 個月，預繳$1,380，享首 12 個月服務。協議期結束後，「智平安®」App 月費為$138。 

 「平安手機®」服務最短協議期為 12 個月，機價$800，月費為$138。服務只適用於本會指定流動通訊供應商之本港網絡覆蓋範圍。 

 「隨身寶®」服務最短協議期為 8 個月，預繳$1,740(主機)，包括租機連服務月費。協議期結束後，租機連服務月費為$290(主機)。服務只

適用於本會指定流動通訊供應商之本港網絡覆蓋範圍。 

 超市現金禮券將於成功啟動平安服務後，由協會技術員交予新用戶。現金禮券須受有關超市之使用條款及細則限制。 

 如用戶於簽署協議後停止使用服務，除特殊原因外，已預繳之費用均不設退還，而「智平安®」應用程式服務、「平安手機®」服務及「隨身

寶®」服務用戶須額外繳付協議期前服務費(如有)及餘下協議期之總服務月費。 

 此優惠不適用於協會現有或重開用戶。 

 如欲了解更多服務詳情，請致電 51109805 向 查詢。 

 

2. 其他條款及細則 

 此優惠不可與協會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協會保留隨時更改、終止優惠及不時修訂優惠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協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倘本聲明的中文本與英文本有任何差異的地方，則以中文本為準。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協會會將收集到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住宅電話號碼、流動電話號碼、住址及電郵地址)作以下用途：  

 處理及跟進服務申請 

 安排技術員上門安裝及啟動服務 

 發放有關本會最新的服務資訊 

2. 所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除非獲得資料當事人同意或在法律強制下，否則不會向外界機構或團體披露當事人在作出要求或查詢時 

所提供的任何個人資料。 

3. 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在個人資料不足夠的情況下，本會將不能為閣下提供所需服務申請。 

 倘本聲明的中文本與英文本有任何差異的地方，則以中文本為準。 

 

 
 

尊享優惠熱線：黃家銘先生(5110 9805 或 2952 1824) 

請將表格副本傳真至 2372 0017 或郵寄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60 號愛民廣場一樓 F42 市務部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