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  對外事務部張小姐 (Jamie)/吳先生 (Vincent)                  傳真： 2614 7173 

「仁濟慈善雙週 2018」慈善獎券義賣回條  

本人 /本機構樂意以下列方式支持是次活動： (請以 “”號表示，可選擇多項 )  

  直接認購獎券 (每張 HK$10 X 每本 20 張  = 每本 HK$200) 

         本 x HK$200，共 HK$            
 

  協助勸銷獎劵 (每張 HK$10 X 每本 20 張  = 每本 HK$200)   

可於   月   日領取     本獎券 (每本 20 張 )協助勸銷。  

* 銷售日期由 9月 8日至 10月 24日 

* 將專人致電與  貴機構確認領取獎券日子 

* 剩餘獎券可退回本院  
 

  義工協助  
 

本人 /本機構願意協助是次慈善獎券義賣。  

 
請參閱場地表 (見下頁 )，選擇 9月 8日- 10月 24日期間可協助義賣之地點  (請依日期先後排列 )： 

* 義工年齡必須年滿 14 歲， 14 歲以下必須由成人陪同參與  

* 建議服務時數不少於 4 小時  

1) 服務地區：1)              日期：        義工：      名 

   當值義工姓名及聯絡電話：1)           (           ) 2)            (              ) 

   當值義工姓名及聯絡電話：3)           (           ) 4)            (              ) 
 

2) 服務地區：1)              日期：        義工：      名 

   當值義工姓名及聯絡電話：1)           (           ) 2)            (              ) 

   當值義工姓名及聯絡電話：3)           (           ) 4)            (              ) 

  (本院將因應獲批准之場地與  義工招募情況  與  閣下 /貴機構接洽及確認活動安排。 )  

  放置善款箱收集善款  

索取          個仁濟善款箱，為「仁濟社會服務基金」籌款。  
 

  直接捐款  

捐款 HK$            支持是次慈善獎券活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寫「仁濟醫院」或「 Yan Chai Hospital」，並在支票背面註明  

「仁濟慈善獎券 2018」，郵寄至荃灣仁濟街 7-11 號 C 座 10 樓仁濟醫院。  

機構 / 申請人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 )  

聯絡人姓名(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總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及蓋印(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填妥表格後請於服務日期前 7個工作天傳真至 2614 7173或寄回荃灣仁濟街 7-11號 C座 10樓仁濟醫院董事

局對外事務部張家茵小姐(Jamie)。如蒙認購，抬頭劃線支票請寫「仁濟醫院」或「Yan Chai Hospital」，並於 10

月 24日或以前寄回本院。查詢請電 2452 9589與張小姐(Jamie) 或 2452 9571吳先生(Vincent) 聯絡。 



「仁濟慈善雙週 2018」慈善獎劵義賣 - 義賣場地資料
時間 (商場): 星期六 13:00-18:00 / 星期日11:00-18:00
時間 (街檔):  星期一至五及日 10:00-20:00 / 星期六 13:00-20:00

(1) 商場日期及地點: 

地域 地區 地址 日期

九龍 觀塘 觀塘鱷魚恤中心 1樓大堂
9月8、9、15、16、22、23、29、30日

10月6、7、13、14、20、21日

九龍 彩虹 彩雲邨商場 3樓 Venue N2 (3期近橋有蓋空地)
9月8日

10月13, 14日
九龍 油塘 大本型二期購物廊 9月29、30日
九龍 觀塘 順利邨商場地下 Venue N2 (近百佳) 10月6、7日
九龍 長沙灣 長沙灣廣場 1樓大堂 10月6、7、13、14、20、21日

新界 荃灣 荃灣荃新天地地下自然長廊A
9月8、9日

10月13、14日
新界 屯門 屯門新屯門商場 4樓平台 (升降機大堂) 9月16日
新界 禾輋 禾輋邨商場 2樓 Venue N3 (近惠康) 10月13、14日
新界 馬鞍山 恆安邨商場 2樓 Venue N1 (小舞台) 10月20、21日

(2) 街檔日期及地點: 

地域 地區 地址 日期

香港 中環 中環7號碼頭(天星碼頭)及中環碼頭對出行人路 9月8、15、16、22、23、29、30日
香港 太古 太古康怡花園Q座對出康安街行人路 9月8、9、15、16、22、23、29、30日
香港 杏花邨 杏花邨港鐵站A2出口對出行人路 9月15、22日
香港 灣仔 港鐵灣仔站A3出口對出行人路 9月30日
九龍 尖沙咀 尖沙咀天星碼頭對出空地(近五支旗桿) 9月9、23日
九龍 尖沙咀 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徑交界橋底)行人路 9月15、16、23、30日
九龍 佐敦 港鐵佐敦站D出口四海大廈對出行人路 9月16、23、30日
九龍 旺角 朗豪坊（亞皆老街8號）亞皆老街入口對出行人路 9月23日
九龍 長沙灣 長順街與長荔街交界，長沙灣廣場對出行人路 9月8、9、15、16、22、23、29、30日

九龍 美孚 港鐵美孚站A出口對出荔枝角道行人路 9月15、16、30日

九龍 油麻地 港鐵油麻地站C出口對出彌敦道行人路 9月8、15、23、29日
九龍 黃大仙 港鐵黃大仙站D1出口對出龍翔道行人路 9月8、15、21、22、28、29日
九龍 彩虹 港鐵彩虹站B出口牛池灣街市對出行人路 9月8、16、22、23、29、30日

新界 荃灣 荃灣大壩街荃灣廣場門口 9月8、9、15、16、22、23、29、30日

新界 荃灣 荃灣德華街及鹹田街交界行人路 9月8、9、15、16、21、22、23、29、30日

新界 荃灣 荃灣衆安街與街市街交界行人路 9月12、15、19、29日

新界 荃灣 荃灣沙咀道與眾安街交界大鴻輝(荃灣)中心對開行人路 9月12、15、16、21、29日

新界 荃灣 荃灣荃灣城市廣場旁休憩處 9月8、12、15、16、19、22、26、28、29日

新界 荃灣 荃灣仁濟街與街市街交界行人路 9月8、12、15、16、19、22、26、28、29日

新界 荃灣 荃灣麗城花園第2期第4座對出行人路(近青山公路-荃灣段) 9月15、16、29、30日

新界 荃灣 荃灣建明街近路德圍空地 9月8、9、15、16、22、23、29、30日

新界 荃灣 荃灣德士古道與荃富街交界之行人路(麥當奴對出) 9月15、16、22、23、30日

新界 荃灣 荃灣德士古道與大窩口道交界之行人隧道 9月15、15、22、30日

新界 葵涌 葵涌和宜合道58-64號對出行人路 9月9、14、16、21、23、28、30日

新界 葵涌 葵涌葵盛西邨1座小巴站附近行人路 9月14、15、16、22日

新界 葵涌 葵涌石蔭邨石蔭商場正門對出行人路 9月21、22、23日

新界 葵涌 葵涌大隴街110號石籬商場二期正門對出空地 9月9、14、16、21、22、23、28、29、30日

新界 葵涌 葵涌石蔭邨石蔭路北葵涌街市對出行人路 9月9、12、14、16、19、21、22、23、26、28、29、30日

新界 天水圍 天水圍天澤商場對出空地 9月8、15、29、30日

新界 屯門 屯門屯順街近屯門市廣場第3座行人路空地位置 9月8、9、15、16、22、23、29、30日

新界 坑口 港鐵坑口站B2出口對出培成道行人路 9月9、16、23、30日

新界 將軍澳 將軍澳唐賢街將軍澳中心對出行人路 9月8、15、22、29日

新界 沙田 沙田港鐵站B出口對出行人路 9月16、23、30日

新界 大埔 大埔寶鄉街與廣福道交界行人路(麥當勞對出) 9月8、15、16、23、30日

新界 大埔 大埔大埔中心巴士總站對出行人路 9月8、9、15、16、21、22、29日

新界 大埔 港鐵大埔墟站新達廣場對出有蓋行人路 9月9、15、16、22、29、30日

新界 大埔 大埔太和路翠樂街交界對開行人路 9月8、9、15、16、22、23、29、30日

新界 粉嶺 港鐵粉嶺站B出口往蓬瀛仙館方向行人天橋 9月15、22日

新界 東涌 港鐵東涌站A出口外近大嶼山的士站 9月8、9、15、16、22、23、29、30日

備註: 

建議每檔義工人數約4-8人

敬請義賣活動前一星期與仁濟職員確認義賣日子及時間(Tel: 2452 9589 (Jamie) 或2452 9571 (Vinc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