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HEUNG HOI CHING KOK LIN ASSOCIATION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三十一號 
31 Wong Nai Chung Road, Hong Kong. 

Tel:2572 2662     Fax:2834 0572 

敬啟者： 

請支持賣旗籌款活動 

招募義工 

本社是一間政府註冊的佛教慈善機構，自 1945 年成立以來，除致力弘揚

佛法外，亦積極發展利生事業，先後創立七間安老服務單位，十一所中、小、

幼及特殊教育學校。本社向以暢佛本懷，弘揚佛陀慈悲喜捨精神，朝著自覺覺

他、自利利他的目標邁進，積極發展扶老育幼的善業。 

本社蒙社會福利署批准(批核編號：FD/T016/2022)於 2022 年 9 月 24 日

(星期六) 舉行賣旗籌款。冀能仰仗眾人之力，集腋成裘，籌募本社安老服務發

展經費。謹特專函，懇請鼎力支持，使本社安老服務質素更臻完善，並使更多

耆老受惠，福澤社群。 

賣旗活動需要動用大量義工人力協助，如蒙支持，懇請於 2022 年 7 月

22 日前傳真至 2834 0572 或寄回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31 號 3 字樓，以便跟

進。如對本會服務或賣旗日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致電 2572 2662與本社聯絡

或瀏覽 www. buddhist-hhckla.org。 

謹此代表受惠長者致以衷心的謝意。 

 

 

香海正覺蓮社    謹啟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HEUNG HOI CHING KOK LIN ASSOCIATION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三十一號 
31 Wong Nai Chung Road, Hong Kong. 

Tel:2572 2662     Fax:2834 0572 

售售  旗旗  日日  回回  條條  

日期：2022年 9月 24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7:00至下午 12:30 

參加者名稱： 電郵：

地址：

電話：   手提電話： 

請傳真此表格至 2834 0572，或電郵至info@buddhist-hhckla.org
   我們會盡快與您聯絡並作安排。 

地區： (請”✓”上選擇賣旗地區) 

編號 新界區 編號 九龍區 編號 香港及離島區 

 NT01 上水  KL01 藍田  HK01 香港仔 

 NT02 粉嶺  KL02 觀塘  HK02 鴨利洲 

 NT03 大埔  KL03 牛頭角  HK03 黃竹坑 

 NT04 太和  KL04 九龍灣  HK04 西營盤 

 NT05 沙田  KL05 彩虹  HK05 堅尼地城 

 NT06 大圍  KL06 鑽石山  HK06 薄扶林 

 NT07 馬鞍山  KL07 黃大仙  HK07 華富 

 NT08 天水圍  KL08 樂富  HK08 上環 

 NT09 元朗  KL09 九龍塘  HK09 金鐘 

 NT10 屯門  KL10 石峽尾  HK10 灣仔 

 NT11 青衣  KL11 太子  HK11 銅鑼灣 

 NT12 荃灣  KL12 旺角  HK12 天后 

 NT13 大窩口  KL13 油麻地  HK13 北角 

 NT14 葵興  KL14 佐敦  HK14 鰂魚涌 

 NT15 葵芳  KL15 尖沙咀  HK15 太古 

 NT16 麗景  KL16 深水埗  HK16 西灣河 

 NT17 西貢  KL17 長沙灣  HK17 筲箕灣 

 NT18 將軍澳  KL18 荔枝角  HK18 柴灣 

 KL19 美孚  HK19 跑馬地 

 KL20 大角咀  HK20 赤柱 

 KL21 紅磡  HK21 長洲 

 KL22 土瓜灣  HK22 大嶼山 

 KL23 何文田  HK23 東涌 

~~ ☺ 衷心多謝您的幫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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