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司(社會服務部) 
Chinese Evangelical Zion Church Ltd 

香港九龍慈雲山慈民邨民健樓地下(B 翼及 C 翼) 

G/F., (Wing B&C) Man Kin House, Tsz Man Estate, Tsz Wan Shan, Kowloon, H.K. 

Tel: 2324 0111  Fax: 2326 7453 
 

賣旗籌款名譽顧問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陳如炳牧師 

基督教聖恩會顧問牧師 

 

翟浩泉牧師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總幹事 

 

黃秀華女士 

基督教協基會 

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黎熾球牧師 

中華錫安傳道會 

慈雲山錫安堂顧問牧師 

 

洪勤政傳道 
中華錫安傳道會 

慈雲山錫安堂堂主任 

 

黃成智先生 

中華錫安傳道會 

社會工作專業顧問 

 

義務司庫 

華強會計師事務所 

 

社會服務部管理委員會 

鄭德明主席 

 

 

 

 

 

 

 

 

 

 

 

 

 

 

 

機構/學校/單位負責人 : 

基督復和 以愛服務 

中華錫安傳道會 21/4/2018(六)九龍區賣旗日 

金旗募捐義工招募 

 

素仰 貴機構一向熱心公益，現誠意邀請 貴機構鼓勵 14 歲或以上義工參與

本會的賣旗籌款活動。 

 

中華錫安傳道會 為政府資助及監管的非牟利基督教慈善團體，為青少年提供

服務已四十五年。2003 年，本會重新宣告本會更新的使命：「透過本會屬下各個

地區教會和社會服務組織的緊密合作，在地區內傳揚神與人、人與人(及自己)和人

與自然環境(包括所處的社區、社會、國家，甚至全世界)之間的復和關係」。本會

明確地透過教會及社會服務單位的緊密合作，全面地服務社區。 

 

社會福利署署長已批准三間機構於 2018 年 4 月 21 日(六)分別在港島區、九龍

區及新界區賣旗，而我們已獲授權於當日在九龍區賣旗。是次賣旗為本會轄下的

非政府資助的恩慈家庭及幼兒互助中心及青少年就業培訓及創藝發展中心籌募經

費，目標為 60 萬元。 

 

恩慈家庭及幼兒互助中心於 2003 年 11 月成立，為區內幼兒提供暫托服務、幼

兒發展小組，以及家長教育服務。而青少年就業培訓及創藝發展中心於 2005 年 7

月成立，為區內青少年提供一站式就業培訓及輔導服務。兩間中心均為非政府資

助、以非牟利自負盈虧形式運作的社會服務中心，所以極需籌募經費。 

 

是次賣旗日需要義工 3000 名。每位參與賣旗的義工均獲本會發出的義工証書，

及紀念品乙份以茲鼓勵。為答謝 貴機構對本會服務發展的支持，凡出席義工人

數超過 30 人，本會將為 貴機構於 4/2018-3/2019 期間提供免費活動，主題內容

請見回條。 

 

你的參與將能讓區內幼兒、家長及待業青年（包括隱蔽青年）得到支援和幫助。

我們謹代表受惠的幼兒、家長及青少年先行感謝你的支持。 

 

有關本會最新的工作，歡迎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hkzion.org.hk。如有任何

查詢，請致電 23240113 與本會內部行政及支援服務協調主任梁鳳兒小姐聯絡。 

 

祝  生活愉快 !  

董事會主席   總幹事    

 

 

 
   翁燕光      伍恩豪  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Web Site: www.hkzion.org.hk   E-mail: isc@hkzion.org.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

http://www.hkzion.org.hk/
mailto:isc@hkzion.org.hk


中華錫安傳道會 21/4/2018(六) 九龍區賣旗日 義工招募回條 

請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前傳真（2324 0138）至本會。查詢請電 2324 0113 與梁鳳兒小姐聯絡。 

 我們將會安排＿＿＿＿＿位義工協助當日之賣旗籌款， 

義工 自行賣旗 由領隊帶領；預計賣旗時間：＿＿＿＿至＿＿＿＿；旗帶：需要＿＿＿條 不需要  

 我們將會派出義工協助，但現未能確定人數，容後再覆。 

 我們未能派出義工協助當日賣旗籌款，但可於學校/機構放置/傳遞旗袋______個。 

 我們未能安排義工協助是次賣旗籌款活動。 

姓名／機構：＿＿＿＿＿＿＿＿＿＿＿＿＿＿＿＿＿＿＿＿＿＿＿＿＿＿＿＿＿＿＿＿＿＿＿＿＿＿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我們能安排超過 30 名義工，期望 貴機構能安排免費活動，題目為(請選一個並加“”號)： 

幼兒、兒童活動 青少年活動 

 遊戲治療訓練小組：改善專注能力(4 節)  領袖/師兄師姐訓練 (2 節) 

 遊戲治療訓練小組：提升學習動機(中文、數學)(4 節)  室內歷奇訓練 (2 節) 

 遊戲治療訓練小組：提升學習動機(英文)(4 節)  班主任課(主題如網絡欺凌、公平貿易、濫藥、擇業方向) (1 節) 

 增強人際社交技巧小組/工作坊 (4 節/1 節)   各級義工服務訓練及服務 (2 節訓練+1 節服務) 

 EQ 情緒管理訓練小組/工作坊 (4 節/1 節)  三三四其他學習經歷：職業講座 (1 節) 

 領袖/風紀訓練 (4 節)  三三四其他學習經歷：生命教育 (2 節) 

 改善語言能力 (如: 說話動機及口肌訓練) (4 節)  動物(輔助)治療初體驗 (1 節) 

 非指導式遊戲治療家長簡介會(1 節)  

預計舉辦活動之日期（4/2018-3/2019）：＿＿___年＿＿___月  人數：＿＿____人  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義工報名表】（如有不敷，請自行影印此表） 
 義工姓名 班別 年齡 身份証號碼 

(英文字+頭 4 個數字) 
聯絡電話 首選賣旗區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備註：(a) 賣旗義工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未滿 14 歲者，須由家長陪同。(b) 每位義工均會獲發証書一張及紀念品一份 (c) 賣旗區域： 

 

 

 

 

 

(旗袋派發日期及有關詳情將稍後通知) 

1.   藍田 2. 油塘 3. 觀塘 4. 秀茂坪 5. 牛頭角 6.   九龍灣 7. 彩虹 8. 坪石 

9. 新蒲崗 10. 鑽石山 11. 黃大仙 12. 慈雲山 13. 九龍城 14. 九龍塘 15. 石硤尾 16. 樂富 

17. 橫頭磡 18. 紅磡 19. 土瓜灣 20. 深水埗 21. 太子 22. 大角咀 23. 旺角 24. 油麻地 

25. 佐敦 26. 尖沙咀 27. 何文田 28. 長沙灣 29. 荔枝角 30. 美孚   



中華錫安傳道會 21/4/2018(六) 九龍區賣旗日 

金旗認購回條 
請於 2018 年 4 月 21 日前傳真（2326 7453）或郵寄至本會。查詢請電 2324 0113 與梁鳳兒小姐聯絡。 

 本人願意捐獻以下款項支持你們的賣旗籌款活動， 

 $2000         $1000 

 $500          $300   

 $200           $100   

 其他：＿＿＿＿＿＿＿       （凡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捐款形式： 

 劃線支票，抬頭為「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司」或 “Chinese Evangelical Zion Church Ltd”， 

（請將支票連同本回條寄回本會） 

 將捐款直接存入或以 e-banking 方式存入滙豐銀行戶口，戶口號碼：018-8-128847 

（請將入數紙/銀行收據/網上收款證明，連同本回條寄回本會） 

 

 本人希望繼續收到 貴會之刊物或宣傳資訊。 
 

本人姓名／機構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本人支持 貴會是次賣旗籌款的原因： 

 本人／機構認同 貴會之基督教復和使命。 

 本人／機構認同 貴會發展的家庭及幼兒、青少年就業及創藝培訓服務。 

 本人／機構是 貴會之友好機構，願意支持 貴會之服務。 

 其他，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