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樂善堂 - 樂善之友 
「新春暖 Love Love」社區探訪活動 

2020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 

 

 

報名表格 

(請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或之前遞交電子版本至 lstbuddy@loksintong.org) 

第一部份 

機構 / 個人義工隊名稱 (中文/英文)：                        /                                              

聯絡人：                               先生/女士  職銜：                                       

電話：                 手機：                 電郵：                                          

傳真：                 地址：                                                                    

第二部份 

本機構以下列方式支持是次活動：(可填多項，請在下列適當位置加上「」) 

1. 捐款支持 (達贊助級別之團體將於誓師儀式上獲本堂頒發贊助獎狀及於活動場合展示機構標誌) 

     善心贊助 (港幣 10,000 元)     愛心贊助 (港幣 5,000 元)     關心贊助 (港幣 3,000 元)   

     未克支持以上贊助級別，但願意捐款： 

        港幣 1,000 元； 港幣 500 元； 港幣 200 元    其他港幣              元 

捐款方式 (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免稅，收據將於活動完結後 1 個月寄回。) 

     支票捐款*：請備劃線支票，抬頭「九龍樂善堂」，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將善款存入「九龍樂善堂」之恒生銀行戶口*：(024)-285-000089-003 

    * 請把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正本，連同以下捐款收據資料，郵寄至 

      「九龍城龍崗道 61 號 九龍樂善堂 企業傳訊及發展部收」 

善長芳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如跟上述地址不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組織義工隊參與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樂意組織_____人義工隊於是次活動日期上門探訪獨居及雙老同住長者。 

     備註：1. 提交報名表時需隨附義工名單，未能提交義工名單之報名表格將未能受理。 

           2. 由於名額有限，報名將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以收到義工名單為準，額滿即止。 

3. 認捐/捐贈福袋禮品  

     願意認捐福袋贈予獨居/雙老同住長者 (每個福袋價值港幣 50 元)，捐款： 

        港幣 500 元 (認捐福袋 10 個)； 其他數量：捐款港幣        元，認捐福袋______個。 

 

     樂意贊助以下物資(建議最少 210 份)作為探訪禮物，詳情如下： 

 禮品 數量 

1.  揮春 (可印有貴公司之商標)  

2.  年曆卡 (可印有貴公司之商標)  

3. 
 其他福袋禮品 (如 油、餅乾、粉麵類、日用品、應節食品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龍樂善堂 - 樂善之友 
「新春暖 Love Love」社區探訪活動 

2020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 

 

 

義工名單 

(請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或之前遞交電子版本至 lstbuddy@loksintong.org) 
 

探訪日期：2020 年 1 月 18 日 (星期六) 

時    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上午 10 時 (典禮)；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探訪) 

集合地點：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九龍新蒲崗樂善道 161 號) 
  

機構 / 個人義工隊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需要公司感謝狀： 

需要個人感謝狀： 

是 / 否 (公司感謝狀將以報名表上所提供的資料為準) 

是 / 否  
 

**重要事項** 

所遞交之義工名單，表示以下人士均同意九龍樂善堂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做法： 
 

 姓名*1 當日聯絡電話 電郵 
組長*2 

(/ X) 

年滿14歲*3 

(/ X)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九龍樂善堂會因應報名情況而作出分組安排，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欄位不足，可複印此頁填寫 

*備註： 

1 義工感謝狀印刷的名字，以報名表上所提供的為準 

2 每 3 至 4 人一組，每組需有 1 名義工擔任組長，組長必須提供手提電話作聯絡人 

3 14 歲以下義工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進行上門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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