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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於 2019年 12月 31日（星期二）或之前，以傳真/電郵/郵寄**交回填妥之意向書及聯絡資料。 

 
請於  貴公司選擇的意願加上，歡迎選擇多於一項： 

 義工招募：我們樂意參與 2020年 2月 22日（星期六）早上賣旗活動， 

14 歲或以上義工人數預計為         /待定* （請刪去不適用者）； 

親子義工組合（14 歲以下兒童連家長/監護人）預計為         /待定* （請刪去不適用者）； 

擬選擇之賣旗地區：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其他地區：         

（相關地區代號請參考後頁） 

 協助募捐：我們樂意於公司內傳遞旗袋 及/或 放置捐款箱，以向員工 及/或 顧客進行募捐。 

所需物資：旗袋       個 / 捐款箱       個  

募捐日期：                       至                       （請於 2020 年 2月 22日前完成） 

 協助宣傳：我們樂意向員工 及/或 顧客宣傳賣旗日。 

所需物資：海報        張 / 電子宣傳品（格式另行通知）*（請刪去不適用者） 

 金旗認捐：我們樂意捐款 及/或 邀請員工 及/或 顧客認捐金旗。 

（凡捐款HK$100，即可獲贈由著名插畫家馬姐設計之精美金旗一套。） 

所需物資：金旗捐款表格 (樣本請參考後頁)       份 / 待定*（請刪去不適用者） 

捐款金額：HK$                       / 待定*（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會將於活動宣傳網站、電子通訊 Youth Matters、年報向各支持公司鳴謝。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電郵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郵寄地址：  

  
 

 

捐款方法 

 劃線支票（抬頭祈付「香港青年協會」） 

 存款至本會恒生銀行賬戶： 

賬戶名稱：香港青年協會；賬戶號碼：773-027743-001（請附上銀行存款證明） 

 信用卡   VISA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       /      (MM 月/YY年)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上述捐助及其他超過 HK$100捐助款項，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敬請發回收據，收據抬頭：                                                                

 

**郵寄地址：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樓 

香港青年協會 「伙伴及資源拓展組」 

如有查詢，敬請聯絡： 

電話：3755 7103   傳真：3755 7155  

電郵：partnership@hkfyg.org.hk  

網址：https://hkfyg.org.hk/flagda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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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地區 

編號 新界及離島區 編號 九龍區 編號 港島區 

N01 荃灣 K01 美孚 H01 柴灣 

N02 大窩口 K02 荔枝角 H02 小西灣 

N03 葵涌 K03 長沙灣 H03 筲箕灣 

N04 葵芳 K04 深水埗 H04 西灣河 

N05 葵興 K05 何文田 H05 杏花邨 

N06 荔景 K06 太子 H06 太古 

N07 青衣 K07 旺角 H07 鰂魚涌 

N08 馬鞍山 K08 油麻地 H08 北角 

N09 大圍 K09 九龍塘 H09 炮台山 

N10 沙田 K10 石硤尾 H10 天后 

N11 火炭 K11 佐敦 H11 跑馬地 

N12 大學 K12 尖沙咀 H12 銅鑼灣 

N13 大埔 K13 樂富、橫頭磡 H13 灣仔 

N14 太和 K14 黃大仙 H14 金鐘 

N15 上水 K15 慈雲山 H15 中環 

N16 粉嶺 K16 鑽石山 H16 上環 

N17 元朗 K17 新蒲崗 H17 西營盤 

N18 天水圍 K18 彩虹、坪石 H18 堅尼地城 

N19 屯門 K19 牛頭角 H19 薄扶林 

N20 將軍澳、調景嶺 K20 九龍灣 H20 赤柱 

N21 西貢 K21 藍田 H21 淺水灣 

N22 東涌 K22 油塘 H22 黃竹坑 

N23 其他 K23 觀塘 H23 香港仔 

  K24 秀茂坪 H24 鴨脷洲 

  K25 紅磡 H25 其他 

  K26 土瓜灣   

  K27 九龍城   

  K28 其他   

 

備註： 

1. 本會將就有關之賣旗地區選擇作優先考慮，惟亦會按實際義工分佈情況作出調節。 

2. 本會將稍後收集賣旗義工名單及通知有關派發賣旗物資事宜。 

3. 所有協助賣旗人士必須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14歲以下兒童須在家長/監護人陪同下參與賣旗。 

4. 本會將為所有 3 – 70歲協助賣旗人士購買意外保險。 

5. 協助賣旗人士須於當天賣旗完畢後，將旗袋交回指定之收集站。 

6. 所有出席賣旗日義工將獲發嘉許證書，以表謝枕。 

7. 所有派出 30名/組或以上義工之學校及團體，將由本會安排物資運送及另獲感謝狀。 

8. 本會將於活動當日進行拍攝，以作宣傳及推廣之用。 

9. 本會保留限制或拒絕接受報名的權利。 

10. 一經報名即表示同意本會的一切安排。 

11.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賣旗報名之用，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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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旗捐款表格（樣本）  

青協將於 2020年 2月 22日（星期六）舉行全港賣旗日，為青少年情緒健康服務籌募資源，鼓勵青少年活

出「全健」人生。請與親友一同捐款支持我們。凡捐款 HK$100，可獲贈由著名插畫家馬姐設計之精美金

旗一套！  

請填妥以下表格，並於 2020 年 2月 22日前，連同善款或劃線支票經公司交回本會。 

 

編號 
捐款人 

姓名 

捐款人 

聯絡電話/電郵 

捐款人 

簽署 

金額 

(HK$) 

金旗 

數量 

(套) 

捐款方式 
請提供以下資料或加上 如需要收據 

請加上 

(捐款$100 或以上) 
支票 

現金 
支票號碼 銀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額    

公司名稱：                                          

姓名：                       電話：                   電郵：                                 

郵寄地址：                                            

------------------------------------------------------------------只供本會內部填寫------------------------------------------------------------------ 

伙伴及資源拓展組簽收及核實：                             日期：                                             

**郵寄地址：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樓 

香港青年協會 「伙伴及資源拓展組」 

如有查詢，敬請聯絡： 

電話：3755 7103   傳真：3755 7155  

電郵：partnership@hkfyg.org.hk  

網址：https://hkfyg.org.hk/flagda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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