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苗基金賣旗日 2022 回條 

請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前填妥回條，傳真至 2889 9923，謝謝！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89 9927 與本會項目主任聯絡。 

 

個人/學校/公司/機構 Individual/School/Company/Organiz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學校/公司/機構 樂意透過以下形式支持護苗基金 2022 年 2 月 26 日賣旗日 (可選多項) 

 

1. □ *金旗捐款 

本人/學校/公司/機構 樂意為護苗基金賣旗日 2022 籌募善款，捐助港幣：  

□$50,000  □$20,000  □$10,000  □$5,000  □$1,000  □$500  □其他$         

捐款方式 

a. □ 劃線支票 《抬頭請填「護苗基金」或 「ECSAF」，並將支票連同此回條寄回本會》 

b. □ 直接存入香港匯豐銀行（HSBC）賬戶號碼 002-1-398979 《請連同入數紙及此回條寄回本會》 

c. □ 信用咭，請填妥以下資料，傳真或郵寄至本會 

信用咭持有人姓名：(E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Visa     □ 萬事達 MasterCard    信用咭號碼： __ __ __ __-__ __ __ __ - __ __ __ __-__ __ __ __   

信用咭號碼： __ __ __ __-__ __ __ __ - __ __ __ __-__ __ __ __   

信用咭有效至：__ __ (月 MM) / __ __ (年 YY) 

信用咭持有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  《捐款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稅》 

□ 請給本人寄回收據，捐款人/學校/公司/機構/組織名稱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為節省行政開支，本人/學校/公司/機構 不需要收據 

 

2. □ 成為賣旗義工 (備註：賣旗義工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14 歲以下的義工須家長陪同。) 

 請填妥 P.2-3 義工招募回條。 

 

3. □ 擺放護苗旗袋 
本學校/公司/機構/組織 樂意於學校/公司/機構/組織/店舖/私人地方內擺放_______個旗袋，鼓勵

捐款，為護苗基金賣旗日 2022 籌募善款。 

 

4. □ 樂意協助宣傳 
     代發宣傳電郵予客戶或員工，鼓勵參與 

     請郵寄____張賣旗宣傳海報至以上填寫的地址或其他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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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 
護苗基金賣旗日 2022 

義工招募回條 

請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前填妥回條，傳真至 2889 9923，謝謝！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89 9927 與本會項目主任聯絡。 

 

個人/學校/公司/機構 Individual/School/Company/Organiz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_________________ 

  

請於下列適當空格內加 「」 

□ 我們同意參加 2022 年 2 月 26 日護苗基金港島區賣旗日，派出： 

14 歲或以上義工共___________________位 

14 歲以下義工共_____________________位 

詳細名單已於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傳真至護苗基金。(請填妥 p.3 義工登記表) 

 

□ 我們同意參加 2022 年 2 月 26 日護苗基金港島區賣旗日，現正點算人數 

請於_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日來電聯絡確認。 

 

 請將旗袋於賣旗日前送到以上填寫的地址，以便預早派發予義工 (旗袋數目 20 個或以上) 

 義工將於 2022 年 2 月 26 日自行到所屬旗站拿取 

 將致電護苗基金預約時間於賣旗日前到中心拿取旗袋 

 

請以註明首選及註明次選賣旗地區，本會將盡量安排 

地區 編號 地區 編號 

柴灣、小西灣 HK01  灣仔 HK06  

筲箕灣、西灣河 HK02  中環 HK07  

太古城、鰂魚涌 HK03  上環 HK08  

北角 HK04  香港仔 HK09  

銅鑼灣 HK05  

 

□ 抱歉，暫時未能參加 貴會賣旗籌款。 

 

備註： (一) 賣旗義工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14 歲以下的義工須家長陪同 

(二) 每位 14 歲以上的義工將獲發旗袋 1 個及旗紙 5 張，請小心保管 

(三) 本會將於 2 月初與義工確認賣旗地區及拿取旗袋等事宜 

(四) 本會已為 3 至 85 歲的賣旗義工購買意外保險 

(五) 請義工於 2022 年 2 月 26 日完成賣旗後到指定所屬旗站交還旗袋及旗紙 

(六) 交還物資時，職員會發給收據作實 

(七) 協助賣旗的義工均獲義工感謝狀，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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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苗基金賣旗日 2022 

義工登記表 

請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前填妥回條，傳真至 2889 9923，謝謝！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89 9927 與本會項目主任聯絡。 

 

個人義工/學校/公司/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賣旗日當天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歡迎自行影印表格填寫** 

 

 

我 / 我們願意參加 2022 年 2 月 26 日上午 7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的賣旗日 選擇地區 

義工姓名 

 

年齡 聯絡電話 
電郵 

(以接收賣旗日資料) 

家長姓名 

(14 歲以下的義工 

須家長陪同) 

首選 次選 

例 1 陳大文 7 9xxx xxxx xxyyzz@gmail.com 黃小娟 HK01 HK03 

例 2 李小怡 23 6xxx xxxx 112233@hotmail.com / HK04 HK01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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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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