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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一拾八號 

周年大會暨聯歡晚宴完滿舉行 

協會已於2019年5月9日(星期四)假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號雅蘭中心 4樓迎潮酒樓舉行周

年大會。當天程序包括會長報告；讀解核數師(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報告和截止

至2018年12月31日的財務報告；通過繼續委任黃龍德博士會計師太平紳士為名譽核數師等

項目；最後是通過任命十六位表示願意服務協會的會員，組成第八屆執行委員會。新一屆

(2019至2021年)執行委員會組成如下： 

 

會長 趙士偉先生 

第一副會長 陳汝榮先生 

第二副會長  梁永昌先生 

第一秘書 周國泉先生 

第二秘書 羅衍璋女士 

第三秘書 蘇建邦先生 

第一司庫 勞子路先生 

第二司庫 陳志坤先生 

執委 陳依偉先生、蔡特普先生、何國恩先生、何耀燊先生、

莫元堅先生、彭鉅銓先生、溫少薇女士、黃兆培先生 

 

在此要衷心感謝剛退任的前執委伍仕炳先生，伍先生於 2005 年已加入成為協會第一屆委

員會的委員，他在十多年任期間不遺餘力，為會務作出貢獻，對他的全情付出，實在非常

感謝。應屆新加入的執委有陳志坤先生和梁永昌先生。 

5月 9日當晚的酒會及晚宴非常熱鬧，喜獲眾多嘉賓及友會代表到場支持，還送出禮券、

現金等抽獎禮物，增添許多歡樂氣氛，在此向所有單位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謝。 

周年大會及晚宴拍攝到的照片，會陸續安排上載，請到本會網站 

http://www.hkfissa.org 的首頁，「協會聚餐」欄閱覽。 

 

中國兒童基金 Chinese Children Fund 

協會收到九位會員捐款給中國兒童基金，共有人民幣1,200元及港幣 16,600元，讓生活條

件較差的在學兒童受惠，非常感謝。 

 

呂桂雄先生 人民幣1,200元 

謝耀爵先生   港幣1,500元 

彭貴昌先生   港幣1,000元 

陳玉薇女士   港幣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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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會員(不記名) 港幣5,000元、港幣3,600元、港幣3,000元、

港幣1,500元、港幣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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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19年中開始，本會向廣西石龍民中增加一項特訓金資助，對象是該校的高二學生，經

學校發掘到他們在本科有天份有潛質，鼓勵他們到南寧參加特別訓練，期望對日後投考大

學有加分之助。他們獲得學校推薦但家境貧困而未能參加這類特別課程，本會基金決定撥

款人民幣10萬元正資助，讓他們不致錯失上進機會。2019年共有五位高二合資格學生獲得

這項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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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延續

這項善舉。捐款查詢請聯絡執行委員彭鉅銓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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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到廣西學校探訪之旅拍攝的照片已上網，請登入本會網站 (http://www.hkfissa.org)

的「參觀活動」欄閱覽。 

其他捐款 

協會亦收到會員張森全先生捐款港幣 10,000元正，贊助推動會務，非常感謝。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六、七月份有以下新活動： 

  『輪椅維修』- 活動由「香港輪椅輔助隊」舉辦，義工到場為區內輪椅使用者檢查

及維修， 每次需要義工人數：4 至 6名 (有輪椅維修知識 / 技能者優先) ， 請留

意以下日期、地點： 

(1) 2019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愛民邨嘉民樓 401-404室) 

(2) 2019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博愛醫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深水埗海麗商場地下 22號舖) 

(3) 2019年 7 月 2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萬國宣道浸信會寶林浸信會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將軍澳寶林邨寶泰樓地下 B 翼) 

(4) 2019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光愛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3 

 

       (葵芳邨葵明樓 C翼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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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瀏覽義工隊的網址(http://www.idvwt.org.hk)。  

協會的活動  

2019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  參觀“白屋”建築群 - 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 +午茶 

“白屋” 位於摩星嶺，是三级歷史建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銀禧炮台，戰後曾作為難

民臨時收容所， 五十年代初期為英軍皇家工程兵會所，後期至 1995 年由警隊政治部接

管，作為政治犯扣押中心，回歸後被丢空。 

2013年，”白屋”招標予非牟利院校開辦課程，最終由芝加哥大學勝出，成為該大學的

亞洲總部。2016 年，芝加哥大學聯同香港賽馬會將白屋歷史建築群保育，及改建為大學

校園，但仍保留歷史痕跡。 

白屋建築群於 2018 年 12月開放，設有文物展示中心及文物徑，供公眾參觀，並設有導賞。

本會已成功預約 6月 4日早上 10時的參觀時段及粵語導賞。參觀後往午膳，協會津貼每

位會員餐費港幣 30 元。報名及其他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  「季度特色」 上海夜宴 

6月最後的星期四晚（6月 27日）將移師去位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的香港蘇浙滬同鄉會

餐廳舉行，為大家介紹一些不常吃的菜色，轉轉口味，並同時為四、五、六月份生日的會

員慶祝生日，由協會負責蛋糕費用，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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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單、費用和報名等請參閱附件二。 

2019年10月9-15日(星期三至二)   境外遊～長江三峽 五星級純玩團 

三峽，萬里長江一段山水壯麗的大峽谷，為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它西貣重慶奉節縣的

白帝城，東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關，由瞿塘峽、巫峽、西陵峽組成，全長192公里。它是

長江風光的精華，神州山水的瑰寶，古往今來，閃爍著迷人的光彩。長江三段峽谷中的大

寧河，香溪，神農溪的神奇與古樸，使這馳名世界的山水畫廊氣象萬千。三峽的一山一水，

一景一物，無不如詩如畫，并伴隨著許多美麗和動人的傳說，令人神往。 

本會於十月份舉辦長江三峽~~五星級純玩團，由新華旅遊有限公司承辦，詳細行程和費用

等請參閱附件三，並請留意以下截止日期和繳交團費的安排： 

團名：長江三峽【5 星美國維多利亞凱珍號】世界遺產大足石刻 七天團 

出發日期：2019 年 10月 9日（星期三） 

回程日期：2019 年 10月 15日（星期二） 

報團人數：暫定 26 位（第 27位開始及以後是等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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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請於 8月 31 日前報名，並於該日前繳交全部團費。每位會員獲協會津貼港幣五十

元。報名時須提供中/英文全名、回鄉証副本或電子副本，聯絡以下人員： 

 

陳志坤先生   9224 7979           溫少薇女士  9041 4432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亦可電郵到 secretary@hkfi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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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彭鉅銓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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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最後的星期四晚聚會將於5月30日舉行。 

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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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鐘服務》優惠予本會會員及其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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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泰物理治療師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城市花園酒店各食肆

折扣優惠、捷榮行有限公司「健康舒適鞋」特別折扣優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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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附件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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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參觀“白屋”建築群 - 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 

 
日期： 2019年 6 月 4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粵語導賞* 

 

地點： 

 

 

集合時間： 

/地點 

 

內容： 

香港摩星嶺 域多利道 168號 

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文物庭院及展示中心  

 

上午 9時 15分~~港鐵堅尼地城站 A 出口(乘坐專線小巴往摩星嶺) 

上午 9時 45分~~港島 1號巴士 跑馬地(上)⇔摩星嶺 摩星嶺(總站) 

 

“白屋” 位於摩星嶺，是三级歷史建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銀禧炮台，

戰後曾作為難民臨時收容所， 五十年代初期為英軍皇家工程兵會所，後期

至 1995 年由警隊政治部接管，作為政治犯扣押中心，回歸後被丢空。 
 

2013年，”白屋”招標予非牟利院校開辦課程，最終由芝加哥大學勝出，

成為該大學的亞洲總部。2016 年，芝加哥大學聯同香港賽馬會將白屋歷史

建築群保育，及改建為大學校園，但仍保留歷史痕跡。白屋建築群於 2018

年 12月開放，設有文物展示中心及文物徑，供公眾參觀，並設有導賞。 

 

白屋原來是 1930年代建銀禧炮台相關的軍事建築，銀禧炮台在山脚，摩星

嶺炮台則位於山上，是同一陣線的防禦系統。至於這軍事建築如何演變成

港英政府最莫測高深的扣押中心(人稱政治部)，大家參觀後自有分曉。 

 

午膳地點： 寶湖海鮮酒家(中環) -中環租庇利街 1號喜訊大廈 1-3樓              

協會津貼會員每位 30元 

注意事項： 

 

 

 

報名： 

參觀路程有戶外範圍，建議參觀者穿著輕便服裝及舒適鞋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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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名額 20人 (每位會員最多可邀請一位親友參加) 

請於 5月 30日前致電羅衍璋女士(電話：9462 1245)報名，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聯系。 

*温馨提示： 會員參與活動，是給我們最大的鼓勵。 

在此懇請各位（一）依時出席，（二）配合安排，並（三）禮待東道機構代表。 

我們若有考慮不周之處，歡迎向執委提出。謝謝！ 

 

執行委員會仝寅 



  

                                                       《附件二》 

六月份「季度特色」上海夜宴 

日期     ： 2019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地點      ：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餐廳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8-48號 

萬年大廈 3樓 

時間     ： 晚上: 7 時             集合暢談 

晚上: 7 時 30分        晚飯 

 

費用     ： 每位參加晚宴者 370 元    

   名額 48 位 

 

報名     ： 請於 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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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盤：烤夫、脆鳝、醉雞、青笋蜇皮 

黃金明虾球           齊菜鮮魚羹（跟大餅） 

油炆茭白             年糕炒青蟹           

煙燻大鴨             豆板莧菜        

鮮肉生煎包（12 隻） 

南瓜黑米八寶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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