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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朱景玄 BBS MH太平紳士 

梁永善牧師 

袁海生牧師 

李富成牧師 

張國威博士 

陳秀卿博士 

陳少梅醫生 

王韶宏醫生 

尹志華校長 

陳永傑校長 

麥耀光校長 

錢群英校長 

陳偉鴻先生 

陳美珊女士 

李麗娟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李碧娟律師 

2018/19 年度  
賣旗籌款執行委員會

顧問 

蔡耀昌牧師 

主席 

莊興培先生 

委員 

張朝星先生 

梁炳球先生 

林珮珊女士 

馬惠敏女士 

陳文婷女士 

香港華人基督會 
2019 年 2 月 23 日（六）九龍區賣旗日 

義工招募 

致：貴學校∕教會∕團體∕機構∕公司 

  香港華人基督會是一所註冊非牟利基督教團體，成立於一九二六年，至今

已有九十二年歷史。為貫徹基督愛人的精神，本會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

六年在何文田邨設立了恩庭睦鄰中心及恩庭長者活動中心，盡力為區內兒童、

青少年、婦女、家庭和長者提供適切服務，務求讓他們得著幫助，感受一份愛
與關懷。 

  兩所中心均為非政府資助、以非牟利及自負盈虧形式營運，故須為兩所中

心籌募每年的營運經費。現承蒙社會福利署署長批准，本會將於二零一九年二

月廿三日（星期六）上午七時至下午十二時卅分在九龍區進行賣旗籌款，捐款
將悉數用於本會社會服務。 

  素仰 貴學校∕教會∕團體∕機構∕公司對社會服務不遺餘力，特函懇請 

貴學校∕教會∕團體∕機構∕公司不吝賜助，一起參與本會的賣旗工作，造福

社會。為答謝各賣旗義工的參與，本會將於賣旗活動完結後贈予義工服務嘉許
狀，同時於本會刊物及網頁上鳴謝您們的支持。 

  如蒙俯允協助招募義工，不勝感激！謹代表受惠街坊向您們致衷心謝意。

隨函附上服務簡介、回應表及賣旗義工登記表格，煩請填妥資料後傳真至 2242 

0095、電郵至 flagday@gracenc.org.hk 或寄回本會（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2

號）。如有查詢，請致電 2242 0094 或 電郵至 cic@gracenc.org.hk 與中心主

任張朝星先生聯絡。敬祝 公安！ 

2018/2019 年度賣旗籌款執行委員會主席 

莊興培先生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福利署署長已批准三間機構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廿三日  分別在港島區、九龍區

及新界區賣旗，而香港華人基督會已獲授權於當日在九龍區賣旗。」公開籌款許可證

電話︰2242 0094  
傳真︰2242 0095 
網址︰http://www.gracenc.org.hk                               
地址︰九龍何文田邨逸文樓地下 7 號 

電話︰2242 0771 
傳真︰2242 0477 
網址︰http://www.gracenc.org.hk 
地址︰九龍何文田邨冠暉苑鳴暉閣地下 

香 港 華 人 基 督 會 
THE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香 港 九 龍 何 文 田 常 和 街 二 號 
2, SHEUNG WO STREET, HOMANTI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2712 5125   傳真：2761 1608   網址︰http://www.hkccc.org.hk  電郵：hkccchmt@hkccc.org.hk 



香港華人基督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 2019 年 2 月 23 日 九龍區賣旗日 
回應表

查詢及聯絡：張朝星先生 電話：2242 0094 傳真：2242 0095 電郵：cic@gracenc.org.hk 

聯絡資料

學校∕教會∕團體∕機構∕公司名稱（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人姓名： （  先生／  女士） 職銜：

聯 絡 電 話 ： 傳真號碼：

電 郵 地 址 ：

聯 絡 地 址 ：

支持方式 

（以下可選一項）

 我們願意參與是次賣旗籌款活動，並已填妥義工登記表格。

 我們有興趣參與是次賣旗籌款活動，但現時未能確定義工人數及資料，請於_______月______日

聯絡 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電話：_______________）再行確認。

 我們未能決定是否參與，但想進一步了解是次賣旗籌款活動，

請聯絡 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電話：_______________）洽談。

（以下可選多項）

 我們樂意放置旗袋，以收集捐款。

 我們願意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__支持是次賣旗籌款活動（請填妥以下資料）。

捐款方式：  存入滙豐銀行戶口 015-705015-001 或 中國銀行戶口 591-00062096
（請寄回或傳真存根及個人資料，註明為「2018.01.27 九龍區賣旗日」）

 支票（抬頭：「香港華人基督會」）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所屬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金

需要收據：  是（捐款金額需為港幣$100 或以上）  否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個人及通訊資料，只供香港華人基督會在賣旗籌款作通訊之用。主辦機構承諾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

閣下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如欲終止主辦機構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可透過電郵方式通知我們。

煩請傳真 2242 0095、電郵至 flagday@gracenc.org.hk
或寄回本會（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2 號），謝謝！ 



香港華人基督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 2019 年 2 月 23 日 九龍區賣旗日 

賣旗義工登記表格

查詢及聯絡：張朝星先生 電話：2242 0094 傳真：2242 0095  電郵：cic@gracenc.org.hk 

聯絡資料

學校∕教會∕團體∕機構∕公司名稱（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人姓名： （  先生／  女士） 職銜：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

義工資料（如表格不敷應用，請另加紙填寫。） 

義工

姓名 

監護人姓名

(未滿 14 歲參加者 

必須填寫此欄)

聯絡電話

(未滿 14 歲參加者 

填寫監護人資料)

年齡

（購買保險所需資料）

A : 0-14 
B : 15-69 
C : 70+

賣旗地區

編號

（請參考附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本機構將與您們聯絡，以安排運送旗袋及賣旗物資。請代為分發予各賣旗義工。

有關個人及通訊資料，只供香港華人基督會在賣旗籌款作通訊之用。本主辦機構承諾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

租借或轉讓閣下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如欲終止主辦機構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可透過電郵

方式通知我們。

煩請傳真至 2242 0095、電郵至 flagday@gracenc.org.hk
或寄回本會（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2 號），謝謝！ 



備註：

(1) 14 歲以下賣旗義工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參與。

(2) 若有 30 名或以上義工報名，本機構可安排旅遊巴接送。

(3) 參與賣旗義工應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7:00 至下午 12:30 於指定地區協助賣旗，期間義
工服務最少 3 小時，並於活動完結前將旗袋交回指定之收集站。

(4) 是次賣旗活動 只限九龍區，義工請勿越區賣旗 。

(5) 本機構將為所有賣旗義工購買意外保險。

(6) 本機構以您們揀選的賣旗地點作優先考慮，惟亦可能按實際義工分佈情況而安排您們的賣旗地點。

賣旗地區選擇 

如不想再收取此招募，請致電 2242-0094 或

將你的傳真號碼傳真到 2242-0095。 

編號 地區 編號 地區 

1 何文田 10 樂富、橫頭磡 

2 紅磡、土瓜灣 11 黃大仙、新蒲崗 

3 九龍城 12 慈雲山、鑽石山 

4 尖沙咀、佐敦 13 彩虹 

5 油麻地、旺角 14 九龍灣、牛頭角 

6 太子、大角咀 15 觀塘、秀茂坪 

7 深水埗、長沙灣 16 藍田 

8 荔枝角、美孚 17 油塘 

9 石硤尾、九龍塘 18 由主辦機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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