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 20 日全港賣旗日

○本人／機構願意參加賣旗日活動。
○本人／機構願意捐款 _______________ 元。
○本人欲參與親子賣旗，並攜同 ____ 名 14 歲  
  以下子女一同參加。
*義工若未滿 14 歲，須由成人陪同。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互愛中心」）
○直接存入「基督教互愛中心」在恒生銀行的
來往戶口，賬戶號碼：「285-046686-001」。
* 存款收據請寄回本中心，以便記錄及發予正式收

據。凡捐款 HK$100 或以上者，均可獲發免稅收據。

本人／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
電 子 郵 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訊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義工參加人數________人（須 14歲或以上）
○需要旗袋 ________ 個
○暫未確定人數，容後回覆
賣旗區域︰首選 ________ 人數 ________ 
賣旗區域︰次選 ________ 人數 ________  
 
請用中文正楷填妥上列表格，並傳真或寄回本
中心，信封面請註明「賣旗」。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請盡早報名，以便安排運送旗袋。）

---------- 表格不敷，可自行影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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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info@wuoi.org.hk   網址：www.wuoi.org.hk(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

2019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 )

上午 7:00-12:30

目的：為福音戒毒服務籌募經費
招募義工：3,500 人
目標：$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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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督女性訓練中心浪茄男性訓練中心

歷史

「基督教互愛中心」成立至今 45 載，提供福
音戒毒服務，是一所非牟利、不分宗派之基
督教機構。

宗旨

藉著耶穌基督的愛、福音的大能幫助吸毒者、
更生人士及問題青少年改變生命、重建家庭，
將來貢獻社會。

經費來源（非政府常費資助機構）

憑信心仰賴上帝的供應；
主要來自教會、信徒及社會熱心人士之捐獻。

善款用途

款項將用於拓展及發展以下之戒毒服務︰
•日常開支•工作及技能訓練
•跟進及後續服務•家人支援服務

禁毒專員
基督教互愛中心向來是政府
的堅實禁毒伙伴，自 70 年
代已開始提供戒毒治療及康
復服務，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重建生命、重投社會。

改變需要你！請踴躍支持、
參與互愛中心 7 月 20 日的
賣旗活動，共建無毒社會。

陳詠雯太平紳士

浪茄畢業學員家人
好多謝互愛中心給我兒子機
會，受訓完了仍留在中心學
習，中心不但愛他亦愛我們
一家，這份愛改變了我們一
個家，互愛家長組亦彼此扶
持、幫助、同行，互愛多項
工程全乃奉獻，盼望大家能
出一份力支持互愛中心 2019
賣旗。

恭添媽

大美督畢業學員
一年一度賣旗籌款活動又開
始，首先我介紹一下我自
己，我係女性受訓村畢業學
員，現在留村當義工，讓生
命影響生命，知道互愛的資
源都是全賴天父的供應，賣
旗對我們是重要經濟來源 ,
盼望大家多多支持。

詠儀

董事會主席
賣旗的活動好像很「泛濫」，
以致您可能失去了參加的動
力！但只要您想一想現在毒
品和軟性藥物的泛濫，你就
會明白您參與今次賣旗的重
要性！

基督教互愛中心是強調以基
督的福音去幫助正在毒海沉
淪的人。不要再猶疑，貢獻
您微小的力量去帶給他們一
個新的希望。您的決定會改
變他們未來的人生！

戴德正校長

名譽顧問 / 陳黔開牧師 蕭壽華牧師 廖廣申醫生

張大偉先生 程婉玲女士 陳一華牧師 文子安牧師，M.H.

王呂生牧師 林偉倫博士 蕭智剛博士 郭必錚先生，M.H.

黃偉強校長 陳錦輝校長 楊清校長 陳婉玲校長

潘紹慈校長 藍正思校長 吉中鳴牧師 蕭如發牧師

蘇家輝牧師 王祖興社長 梁玉娟女士 張天和院長

陸輝院長 郭桂梅校長 何漢榮牧師

董事會委員 / 梁永善牧師 吳桂行先生 黃成榮博士

林啟昌醫生 周靜子女士 霍惠敏女士

主席 / 戴德正校長 團牧 / 朱耀明牧師

執行委員會 / 吳駿華先生 卓希雪女士 何釵螢小姐

林婉玲女士 梁志榮先生

總幹事 / 雷子健牧師 副總幹事 / 張增深傳道

賣旗籌款委員會
( 排名不分先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