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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A通訊 第一百二拾號  

委任名譽法律顧問 

我們很榮幸得到立法會容海恩議員,JP答允出任協會的名譽法律顧問(Honorary Legal 

Advisor)。容議員執業大律師，是應屆立法會議員，熱心社會服務。我們得到她的支

持，對協會的長遠發展肯定會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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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讓生活條件較差的在學兒童受惠，非

常感謝。 

陳汝榮先生   港幣10,000元 

會員不記名   港幣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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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中國廣西貧

困農村的學生完成高中教育。在中國，高中學生須支付學費及其他學校費用。農 村

學生因學校距離住處太遠，更需要負擔學校宿舍及膳食費用，對這些全年家庭收入偏

低的農村家庭，孩子教育的支出實在非常大。為了減輕他們一點負擔，本會基金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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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二百元正。  

另外，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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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學校推薦但家境貧困而未能參加特別課程的學生，本會基金

已撥款人民幣10萬元正，共資助五位高二合資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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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堂食折扣優惠「饗噹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本會喜獲「饗噹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答允給予本會會員折扣優惠，現凡持有

效會員證，到集團屬下五間分店消費，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均有 9折優惠！

優惠期至 <另行通告> 止。 

條款與細則： 

• 優惠只適用於堂食，最少兩位人客起。 

• 不適用於外賣自取、盆菜或購買節日食品，例如：年糕。 

• 優惠適用於星期一至五，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例如：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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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結賬時需出示有效的會員證。 

• 如有任何爭議，饗噹噹飲食集團保留有關優惠使用之最終決定權。 

  

各分店地址、電話： 

• 彩逸漁港 ~柴灣興華邨 1期興華商場 1樓 104號舖  電話：2656 6888 

• 金海漁港酒家 ~屯門兆康苑商場地下 103 號舖  電話：2467 3222 

• 彩逸皇宮 ~天水圍置富嘉湖 2 期地下 G36A 及 2樓 219號舖  電話：2254 3322 

• 鼎豐火鍋 ~天水圍置富嘉湖 2 期地下 G36A 及 2樓 219號舖  電話：2254 3322 

• 青山灣漁港 ~屯門三聖街 6號三聖邨三聖商場 2樓 2B號舖  電話：2997 1338 

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海報。 

新寶寧鐘錶珠寶公司•購買貨品及零件換配優惠  

本會喜獲新寶寧鐘錶珠寶公司提供以下服務與本會會員： 

各名牌手錶問價 及零件換配 

知悉新寶寧鐘錶珠寶公司在本港經營已有數十年，一向取價公道，口碑好，歡迎本會

會員查詢及選購。店舖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詵道 294號。 

九月份季度特色~~秋日海陸美食宴 

季度特色宴由 2017 年第三季開始，一年四季每季舉行一次，並同時為三個月內生日

的會員準備好生日蛋糕，讓所有參加晚宴者一起分享生日會員的喜悅！  

轉眼又到了 2019年第三季，趁秋高氣爽，為大家設計一個海陸美食宴，餐前更為大

家安排了葡萄品酒會(Wine Tasting) + 購物日(Shopping Day)，品酒時遇到有心頭

好，可以即時訂購。 

日期地點為 2019年 9月 26日(星期四)於灣仔入境處總部 20 樓長官會所餐廳，其他

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誠邀參加義工服務  

入境處義工隊九月份有以下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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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嗇色園主辦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秀茂坪寶達邨達怡樓地下) 

(2) 2019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   上午 9 時 30分至下午 5時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 39A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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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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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維修) 

(九龍愛民邨嘉民樓 401 - 4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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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上海夜宴 

6月27日，會員及親友共49人於香港蘇浙滬同鄉會餐廳享受了一頓豐富又特別的上海

菜，又為四、五、六月份生日的會員慶祝生日，當晚喜氣洋溢，各人在一片歡樂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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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5日 參觀“南豐紗廠” 

8月15日，會員及親友共30人，共進午餐後參觀南豐集團旗下的地標式保育項目，導

賞員為大家娓娓道來，參加者都了解到南豐紡織舊廠房如何活化成為嶄新的南豐紗

廠，以及集團如何將荃灣區的紡織歷史連接未來，邁向創新科技與時尚融合的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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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26日「季度特色」(星期四)  秋日海陸美食宴 

第三季為大家設計一個海陸美食宴，餐前更為大家安排了葡萄品酒會(Wine Tasting) 

+ 購物日(Shopping Day)，品酒時遇到有心頭好，可以即時訂購。 

當晚又為七、八、九月份出生的會員慶祝生日，菜單及報名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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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的長江三峽~~五星級純玩團已截止報名，共有34 位會員及親友參加。 

2019 年 11 月 14日(星期四)   協會秋季聚餐  

協會本年度的秋季聚餐地點在九龍旺角雅蘭中心迎潮酒樓，日期是 11 月 14日(星期

四)，餐費會員每位港幣 250 元，非會員每位港幣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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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報名請電以下人員： 

溫少薇女士  9041 4432、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蘇建邦先生  9387 4234、 羅衍璋女士  9462 1245 

或任何一位執委、 或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時間安排如下：  

晚上: 6 時 30分         酒會 

晚上: 7 時 30分         晚飯 (菜單下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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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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最後的星期四晚聚會(8月29日) 如常於入境處總部20樓長官會

所餐廳舉行，請踴躍參加。 

會員優惠 

除了新增饗噹噹飲食集團堂食折扣優惠，及新寶寧鐘錶珠寶公司名牌手錶及零件換配

優惠外，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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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科矯形有限公司購買貨

品及步態測詴費優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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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附件一、二 



  

《附件一》 



  

                                                       《附件二》 

九月份「季度特色」秋日海陸美食宴 

 

日期     ： 2019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  

地點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20樓長官會所餐廳 

 

品酒會   ： 下午 5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 

(在長官會所酒吧舉行) 

(品酒時遇到有心頭好，可以即時訂購) 

晚餐     ： 晚上: 7 時 30分             

(並為七、八、九月生日會員唱歌吃蛋糕慶祝) 

費用     ： 每位參加晚飯者 370 元    

  

報名     ： 請於 9月 20日前以傳真 23671671、 

電郵 secretary@hkfissa.org 或向下列人員報名: 

陳汝榮先生  9180 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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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單： 堂剪鴻運乳豬全體        鮮蓮八寶冬瓜盅 

蒜蓉銀絲蒸蟶子皇        豉油皇干煎大花蝦 

大沙巴龍躉兩味  

(菜薳炒球、陳皮蒸頭腩) 

蟲草花杞子浸莧菜        茶皇煙燻雞 

上湯煎粉果              瑤柱蛋白炒飯 

福果腐竹意米糖水        萬壽蟠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