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電話:27904848 傳真: 27904922 地址: 觀塘翠屏南邨翠櫻樓地下 1-3A 

網址︰hkwwa.org.hk 電郵：donation@hkwwa.org.hk 

敬啟者︰ 

請支持女工協會港島區 2019.8.24 賣旗日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協會)是註冊慈善服務團體，服務對象為在職婦女及承擔無酬家庭照顧

的婦女。 

女工協會成立於 1989 年，今年是 30 週年。服務內容隨著不同年代的婦女處境而發展，最初十

年主力跟進工業北移的勞資個案，第二個十年是致力發展合作社會經濟支援婦女就業及以環保

凝聚社區。在最近十年，重點工作是關注在職貧窮家庭及單親家庭的照顧者、零散就業中年婦

女及青年、還有少數族裔的清潔工。 

面對香港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轉變和挑戰，而觀塘又再成為最貧窮社區1﹔女工協會更

感到要鞏固社區婦女的互助網絡、加強對基層家庭照顧者及零散就業婦女的服務，共同促進社

區發展。因為女工協會並非隸屬政府或公益金的資助，只靠賣旗及其他籌款活動支持服務、靠

民間的支持在主流社會福利的縫隙中開展各種服務。 

今年，我們獲社會福利署批准舉行賣旗籌款2，籌得的善款將用作各項服務經費。誠盼貴校/公

司/機構踴躍支持，鼓勵師生/員工/義工參與。隨函附上義工報名表格、金旗一份、認購金旗回

條、宣傳海報設計。您的支持是令女工會服務得以持續的關鍵，祈盼踴躍參與。 

以下為賣旗日詳情︰ 

日期/時間︰2019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 上午 7 時至 12 時半 

地點︰港島區(可細閱附件中列出的旗站地區)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904848 與本會籌款幹事李俊偉先生聯絡。再一次衷心感謝 貴機構/

校/公司的關注支持！ 

敬祝 

生活愉快！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總幹事胡美蓮 

2019 年 6 月 10 日 

 

「  

                                                      
1香港政府扶貧報告書 2018 年 
2社會福利署署長已批准三間機構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分別在港島區、九龍區及新界區賣旗，而香港婦女勞

工協會已獲授權於當日在港島區賣旗，公開籌款許可證編號：FD/R0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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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婦女勞工 8 月 24 日賣旗日> 
 
 

1)義工登記(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 及填寫資料，可選多項) 

□ 賣旗義工：本機構/公司樂意派位義工協助賣旗 

□ 義工於賣旗日當天自行往所屬旗站領取旗袋。 

□ 會派員到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提取旗袋。 

□ 請安排運送 個旗袋到本機構/公司 (數量須為 10 個旗袋或以上) 

□ 內部籌款：於賣旗日之前或當天在內部傳遞旗袋，收集善款。需要旗袋個。 

□ 協助宣傳：單張  份及海報  份，以供存放及張貼。 

□每位參與賣旗義工將獲發嘉許感謝狀，以茲證明及表謝意！招募 30 位或以上義工、可免費參與環

保肥皂工作坊 

 

 

2) 選擇賣旗地區(請在空格內填上 1、2 及 3，”1”為首選地區) 

賣旗區域 

1. 中環/碼頭  6. 大坑  11. 西灣河  16. 利東  21. 堅尼地城  

2. 金鐘  7. 炮台山  12. 筲箕灣  17. 鴨脷洲  22. 香港大學  

3. 灣仔  8. 北角  13. 杏花邨  18.香港仔  23. 西營盤  

4. 銅鑼灣  9.鰂角涌  14. 柴灣   19. 華富  24. 上環  

5. 跑馬地  10. 太古  15. 黃竹坑  20. 薄扶林  25. 赤柱  

3) 捐款支持(捐款滿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作扣減稅項之用) 

本機構/公司樂意捐款   元，支持基層女工服務、環保社區發展、及關顧照顧者服務。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連同捐款者資料，寄回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櫻樓地下 1-3A 室 

□銀行戶口轉賬：滙豐銀行: 642-008916-001 請連同存款收據及此回條以傳真或郵寄方式交回本會。 

□捐款收據，收據芳名：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中文):  

通訊地址:  

聯絡人: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傳真:  

賣旗日當天聯絡人姓名:  賣旗日聯絡人手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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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公司 /團體名稱︰ 

賣旗義工資料︰(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複製)︰ 

編號 義工姓名 
於2019.8.24已

滿 14 歲？ 
聯絡電話 編號 義工姓名 

於 2019.8.24 已

滿 14 歲？ 
聯絡電話 

1  □是□否  16  □是□否  

2  □是□否  17  □是□否  

3  □是□否  18  □是□否  

4  □是□否  19  □是□否  

5  □是□否  20  □是□否  

6  □是□否  21  □是□否  

7  □是□否  22  □是□否  

8  □是□否  23  □是□否  

9  □是□否  24  □是□否  

10  □是□否  25  □是□否  

11  □是□否  26  □是□否  

12  □是□否  27  □是□否  

13  □是□否  28  □是□否  

14  □是□否  29  □是□否  

15  □是□否  30  □是□否  

注意事項︰ 

- 凡未足 14 歲之賣旗義工必須由家長陪同參與﹔ 

- 本會已為 3- 85 歲之義工購買意外保險﹔ 

- 協會將於 7 至 8 月賣旗義工確認賣旗地區、領取旗袋安排事宜﹔ 

- 賣旗時間為 2019 年 8 月 24 日早上 07:00 至中午 12:00，請義工在指定旗站交回旗袋﹔ 

- 報名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協會作是次賣旗日及日後義工活動招募之用，絕對保密﹔ 

- 售旗完畢，本會將致送感謝獎予賣旗義工，以表謝意﹔ 

- 賣旗日熱線電話︰2790 4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