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KACA) 

18 Kai Yip Road,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2022】 

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批准（公開籌款許可證編號：FD/T022/2022）將於今年舉行全港賣旗日，是

次活動為本會團員指定參與之年度服務項目，是次活動意義重大，所有團員務必出席。另外，

團員亦可透過捐款、認購金旗或擔任線上賣旗大使，以支持本會賣旗籌款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服飾 活動地點 集合時間及地點 

2022年7月23日(星期六) 07:00–12:30 夏季訓練服 全港各區 待定 
 
參加資格：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團員（如 14 歲以下團員歡迎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參與，如家長未能

出席，將由教官帶領。） 

服務時數： 服務時數紀錄會於活動後由總會職員負責記錄 

申請方法： 填妥回條及附件，並於截止日期 2022 年 6 月 24 日（五）或之前，電郵發送至

flagday_hkaca@hongkongarmycadets.org 標題請註明「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

日 2022」或傳真至 2771 7933，或以WhatsApp發送至 5421 1001 (賣旗日專線)。 

備  註： 1. 出席團員義工將獲發嘉許狀、限量版珍藏金旗一套、總會索帶背包一個； 

2. 活動詳情將於確認團員報名後公佈。 

查  詢： 請電郵至 flagday_hkaca@hongkongarmycadets.org 或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致電 2357 0555 與 行政部職員劉女士或葉先生 聯絡或以

WhatsApp短訊方式發送至 5421 1001 (賣旗日專線)。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 2022】回條 

團員姓名：  所屬縱隊/班/排：  

聯絡電話：  電 郵 地 址：  

 

（未滿 18歲團員請由家長／監護人填寫） 

本人已細閱有關通告及明瞭上述活動之內容，並證明下述受監護子弟之身體並無任何疾病令他／ 

她不宜參加上述活動。現同意 ＿＿＿＿＿＿＿＿＿＿＿＿＿＿＿＿（團員姓名）參與上述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團員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合適的參與意願，並於□內“✔” (歡迎選擇多於一項) 

 賣旗日義工 (必須出席)（填妥附件一 賣旗日義工報名表格連同此回條遞交） 

 贊助捐款／認捐金旗 （填妥附件二 贊助或認購捐金旗表格連同此回條遞交） 

 線上賣旗大使 （填妥附件三 線上賣旗大使報名表格連同此回條遞交） 

（團員亦可掃描右圖二維碼登入並填寫「網上報名表格」） 

E2207-1A 

E2207-1A 

 

tel: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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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賣旗日義工報名表格(團員)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KACA)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18 Kai Yip Road,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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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1. 本會將為所有合資格參與賣旗日的義工購買保險。 
2. 義工資料只會作資料統計之用，並將於活動結束三個月後銷毀。 
3. 所有義工必須遵守政府之防疫措施及指引。 
4. 本會將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配合政府之防疫措施，並持續評估疫情

風險，隨時就賣旗日安排作出相應調整，以保障參與者及工作人員之健康及安全，
而本處將就活動安排及細則保留最終決定權。 

5. 如有任何爭議，本會將保留一切之最終決定權。 

查詢詳情／遞交表格方法 敬請於 2022 年 6 月 24 日(星

期五)或之前，將此表格連同

回條以電郵／傳真／郵寄方

式／Whatsapp 短訊方式回覆

本會。 

電話 2357 0555(劉女士或葉先生) 

5421 1001 (WhatsApp 只限以訊息方式查詢) 

傳真 2771 7933 

電郵 flagday_hkaca@hongkongarmycadets.org 

地址 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團員義工資料（所有資料必須以正楷及清晰填寫）及請在適當的□填 “✔”。 

團員姓名： 

出生日期： (dd/mm/yyyy) 

團員是否已於賣旗日當天滿 14 歲  是  否 

家長是否陪同出席活動  是  否 陪同家長人數：____________ 人 

陪同家長資料（所有資料必須以正楷及清晰填寫） 

家長姓名 聯絡人電話 與團員關係 

1.              （先生／小姐／女士）   

2.              （先生／小姐／女士）   

3.              （先生／小姐／女士）   

必須填寫首三個賣旗地區意願  （請參考備註(2)及填寫相應區域編號即可） 

第一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將盡量按選擇地區意願作優先考慮，惟因人手及旗站地點所限，或需按義工分
佈情況作出調節，敬請見諒。已經剔選之意願並非最終獲得派發之賣旗地區。 

tel: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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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賣旗日義工報名表格(團員)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KACA)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18 Kai Yip Road,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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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2)： 

 

賣旗地區區域編號參考 

 

香港 

HK1  香港仔 HK2  中環 HK3 上環 HK4  金鐘 HK5  灣仔 

HK6  柴灣 HK7  北角 HK8 鰂魚涌 HK9  杏花邨 HK10 西環 

HK11 其他_____     

九龍 

KL1 旺角/太子 KL2  尖沙嘴 KL3 長沙灣 KL4 深水埗 KL5  美孚 

KL6  樂富 KL7  新蒲崗 KL8 黃大仙 KL9 九龍城 KL10 觀塘 

KL11 九龍灣 KL12 油塘 KL13 紅墈 KL14 何文田 KL15 鑽石山 

KL16 其他_____     

新界及離島 

NT1  荃灣 NT2  葵芳 NT3  東涌 NT4  青衣 NT5  將軍澳 

NT6  馬鞍山 NT7  大圍 NT8  沙田 NT9  大埔 NT10 上水 

NT11 屯門 NT12 元朗 NT13 大圍 NT15 粉嶺 NT16 其他____ 

 

tel:2357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 2022 

(附件二)捐款及認購金旗表格(團員)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KACA)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18 Kai Yip Road,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附件二 

第 1 頁，共 2 頁 

 

團員資料（所有資料必須以正楷及清晰填寫） 

團員姓名 聯絡電話 

 

 

2) 捐款及認購金旗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可選擇多於一項） 

“✔” 捐款金額 “✔” 是否領取旗紙、金旗或紀念品 

 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  全版旗紙一套及總會文件夾一個 
 捐款港幣$200 或以上  限量珍藏金旗一套 
 捐款港幣$500 或以上  限量珍藏金旗二套、總會文件夾一個 
 

捐款港幣$1,000 或以上 
 

限量珍藏金旗套五套、全版旗紙五套、總會文件

夾一個、總會索繩背包 

 
其他金額（自行填寫金額）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會根據捐款金額，附上金旗套裝及紀念品 

備註：是次捐款將以團員名義及其家長/監護人進行，如親友欲以個人名義捐款，可自行掃描回 

條上的二維碼登入並填寫網上報名表格。 
 

查詢詳情／遞交表格方法 敬請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或

之前，將此表格及回條連同交易紀錄

收據 以電郵／傳真／郵寄方式／

Whatsapp 短訊方式回覆本會。（支

票及入數紙正本需以郵寄／親身方式

遞交。） 

電話 2357 0555(劉女士或葉先生) 

5421 1001 (WhatsApp 只限以訊息方式查詢) 

傳真 2771 7933 

電郵 flagday_hkaca@hongkongarmycadets.org 

1) 捐款贊助（請於合適的方格內“✔”，可選擇多於一項） 

✔ 贊助級別 贊助金額 (港幣) 鳴謝 

 鑽石贊助 
＿＿＿＿＿＿＿＿＿（請填寫金額） 

港幣$ 100,000 (十萬元) 或以上 

為感謝贊助者/機構之熱心捐

款，本會將於年報、會刊、官方

網站等刊登贊助人名稱/機構標

誌,以表謝忱，另贈 10 套珍藏金

旗，以作紀念。 

 金贊助 港幣$ 50,000 (五萬元) 

 愛心贊助 港幣$ 10,000 (一萬元) 

tel:2357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 2022 

(附件二)捐款及認購金旗表格(團員)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KACA)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18 Kai Yip Road,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1. 必須保留所有交易紀錄的正本及副本。 

2. 捐款港幣 $100 或以上，可獲發捐款收據供申請扣稅 

3. 所有收據及金旗預計於 2022 年 8 月中旬陸續寄出，請留意本會電郵通知。 

4. 所有金旗將以平郵寄出，請於捐款同時提供正確郵寄地址，如有遺失恕不重發。 

5. 所有捐款恕不可取消或更改。 

請在適當的□填“✔” (歡迎選擇多於一項) 

捐款方式 (必須保留入數紙／交易紀錄，並將正本連同此表格及附件一交回本會) 

 以劃線支票 

 抬頭祈付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支票號碼：＿＿＿＿＿＿＿＿＿＿＿＿ 

 請將劃線支票及此表格連同附件一 郵寄／親身遞交至本會 

 支票背面註明捐款人姓名及聯繫電話； 

 信封面註明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 2022（行政部收） 

 直接存款入

銀行戶口 

帳戶名稱：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中國銀行(香港)     賬戶號碼：012-875-0-054004-5 

 創興銀行           賬戶號碼：259-10-102996-4 

必須將銀行入數紙／銀行交易紀錄正本連同此表格郵寄／親身遞交

至本會，信封面註明：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行政部收） 

 轉數快(FPS)

快速支付系統 

 本會轉數快(FPS)識別碼：169946357 

 帳戶名稱：香港青少年軍總會/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請於備註上註明「0723 賣旗日」或「0723 Flag Day」 

 成功付款後，務必把「確認付款頁面」截圖，電郵至 

flagday_hkaca@hongkongarmycadets.org 或 WhatsApp 至 (852) 

5421 1001，訊息請註明捐款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截圖必須清晰顯示付款日期、付款金額、交易編號 

 以現金方式

捐款 
 親身前往總會以現金方式捐款 

 預計親臨總會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取金旗、旗紙及紀念品方式 捐款收據  

請以平郵寄送至上述地址 

親臨香港青少年軍總會領取 

  請發回收據，收據抬頭：＿＿＿＿＿＿＿＿＿ 

  節省行政開支，不需要收據 

tel:2357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全港賣旗日 2022 

(附件三)線上賣旗大使報名表格(團員)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HKACA) 

Hong Kong Army Cadets Association,  

18 Kai Yip Road,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Tel:2357 0555    Fax:2771 7933 
 

 

 線上賣旗大使歡迎團員及親友參與，線上募集期由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賣旗

大使需於募集期內透過電話／網上社交媒體(如 WhatsApp/Facebook/Instragm 等)向親

友轉發／分享／呼籲本會的募捐訊息： 

1) 轉發 10 個或以上募集訊息，及 

2) 募集捐款港幣 $300 元或以上 

 完成以上兩項要求之線上賣旗大使均獲發： 

1) 嘉許狀 

2) 2 套珍藏金旗 

3) 2 小時服務時數 

4) 1 個總會索帶背包 

 線上賣旗大使需保留轉發募捐訊息的對話紀錄截圖及募捐款項的轉賬紀錄截圖，並交

回本會並通過審核者，將獲發以上獎勵。 

 不接受向同一群組或同一人多次轉發募捐訊息的截圖。 

 本會將收悉報名資料後，通知線上賣旗大使申請者有關詳情及須知。 

線上賣旗大使資料（所有資料必須以正楷及清晰填寫） 

編號 義工姓名 義工電話 與團員關係 

1 （先生／小姐／女士）   

2 （先生／小姐／女士）   

3 （先生／小姐／女士）   

4 （先生／小姐／女士）   

觀迎團員親友一同參與。如表格不敷使用，歡迎自行影印。 

 

查詢詳情／遞交表格方法 敬請於 2022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五)或之前，將此表格

連同回條以電郵／傳真／

郵寄方式／Whatsapp 短訊

方式回覆本會。 

電話 2357 0555(劉女士或葉先生) 

5421 1001 (WhatsApp 只限以訊息方式查詢) 

傳真 2771 7933 

電郵 flagday_hkaca@hongkongarmycadets.org 

地址 九龍灣啟業邨啟業道 18 號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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