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5樓
2520 1056

2520 1725

promote@skhsch.org.hk
www.skhsch.org.hk
主要贊助：

全力支持：

宣傳伙伴：

朱古力製造商：

簡便回郵20號

籌得的善款主要幫助本地孤兒、來自破碎家庭及低收
入家庭兒童，為他們提供住宿照顧、課餘託管、物資支
援、功課輔導、情緒輔導及發展潛能的機會，以及資助本
院非政府資助服務。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於 1935 年成立，最初主要收容
社會上的孤兒，現時已發展成為多元化兒童服務機構，更
是全港擁有最多兒童之家服務名額的非政府機構，致力幫
助兒童在關愛的環境下成長，發展潛能，並且活出豐盛人
生。現時每年，超過 20,000 名兒童及家長受惠於聖基道
兒童院提供的服務，獲得所需的支援。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5樓

如在本港投寄
毋須貼上郵票

本院節省 $2

如貼上郵票可為

珊珊

寄養兒童，五歲

珊珊出世後，醫生驗出她的尿液樣本含有毒品，父母沒
有望過她一眼就離開了醫院，社工遍尋不獲，後來才知悉
父母居於天橋底木屋，沒有聯絡電話。社工便為珊珊申請
了保護兒童令，安排她入住聖基道的寄養家庭。可能受到
毒品的影響，珊珊的身體發展較緩慢，需要經常覆診。得
到寄養家庭用心跟進她所有覆診及訓練，以及本院社工定
時進行家訪，珊珊的健康發展得到很大的進步，已接近同
齡兒童的水平。寄養家庭讓珊珊感受到她是家庭的一份
子，每年拍攝全家福時，珊珊都是佔據中間的位置。
最近，寄養家庭決定移民，他們介紹了自己的爸爸媽
媽申請成為寄養家庭，珊珊安排轉到寄養爺爺嫲嫲家繼續
生活，加上社工的協助和跟進，珊珊得以繼續健康快樂地
成長！

有

希望

，
。就有
請支持「聖基道愛心朱古力義賣」！

愛

精裝朱古力禮盒

$120

限量版朱古力禮盒
不鏽鋼真空燜燒壼（冰湖藍）

$238

迷你朱古力禮盒

$40

購買愛心朱古力，可用作：
「散水」小禮物
生日禮物
公司送禮
員工禮物
結婚回禮小禮物
聖誕禮物
新年送禮佳品

情人節禮物
白色情人節回禮
禮物送予活在逆境中的兒童
不鏽鋼真空燜燒壼（暖心粉）

網上訂購：https://charitygift.store
媒體伙伴：

即時下單：3756 4488

2520 1056
9601 6661 (WhatsApp)

義賣詳情

慈善商店

義賣詳情

I. 物品及售價、訂購或捐贈表格

查詢：2520 1056

填妥訂購表格傳真至 2520 1725
( 請致電 2520 1056 確認收妥訂單 )。

詳情

訂購

捐贈

單價

合計

(本院兒童∕
其他社福機構)

❒

迷你朱古力禮盒

$

❒
❒

$40

一顆心形黑朱古力和
一包兩顆軟糖朱古力

❒

全線Shell油站
龍島

精裝朱古力禮盒

太古港鐵站、尖沙咀iSQUARE國際廣場、觀塘apm、將軍澳
東港城、葵芳新都會廣場、青衣城、大埔新達廣場及屯門
屯門市廣場

千色Citistore（2021年12月2日至27日）
荃灣、元朗、馬鞍山、將軍澳及屯門

飯意冰室（荔枝角）
同心牽（沙田）

$

（心形 165mm x 165mm x 35mm）

$120

本院總辦事處（鰂魚涌）

限量版朱古力禮盒
$238

www.skhsch.org.hk
網上公佈換領∕銷售日期和地點。

順豐到付 ( 運費由購買者支付。為免影響朱古力的品質，只限送順豐站或商業區辦公地址 )：
順豐站點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點碼簡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參考 : https://bit.ly/2VUAMoa)

信用卡（可直接傳真填妥之表格至 2520

❒ Visa

❒

1725）

Master Card

持卡人簽署

信用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生活好點」
愛心朱古力心意禮盒

$

精裝朱古力禮盒、
兩包 Greenday 蘋果脆片、
圖片只供參考
Pukka 有機花茶、
紐西蘭 Waitemata 三葉草蜜、
Pure 澳洲萬用木瓜霜、Phutawan 潤膚露、
Sunny Fruit 有機無花果乾及健保堂玫瑰花乾。

HK$688
包送貨：
只限商業區
或順豐站

❒
❒

_______________

劃線支票 抬頭「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並連同訂購表格寄回本院。
7-Eleven 付款∕捐款 只適用於現金 $100 至 $5,000；如購買朱古力，金額必須達 $100 或以上，請向收銀員
指明給予「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及確實的金額（請把收據連同此表格傳真至本院）
。
直接存款 請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037-002821-001」
（請把銀行入數紙副本連同此表格傳真至本院）
。
網上捐款（請登入 www.skhsch.org.hk）

IV. 聯絡及送遞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先生 / 小姐 / 女士）
（Mr./Miss/Ms.）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名稱（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000 ❒ $3,000 ❒ $2,000 ❒ $1,000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按月捐款： ❒ $300

❒ $200 ❒ $100

❒ 其他 $________( 只限以信用卡捐款 )

助養費用每月最少 $80，最少助養
一年，助養人有機會親自關懷本院 按年捐款： ❒ $3,600 ❒ $2,400 ❒ $1,200
兒童。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詳情請瀏覽

自取∕自行安排速遞公司：於辦公時間到本院總辦事處自取禮盒。

有效日期至 ______月∕ ______年 ( 最少兩個月內有效 )

（外圍尺寸：直徑 86mm x 高
170mm 及容量：550ml）和五包共
十顆軟糖朱古力。

參加「樂樂」
「遙遙」助養
計劃

由本院寄上朱古力券：持券者可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於指定時間到指定公開銷售點
換領，詳情請瀏覽 www.skhsch.org.hk。

持卡人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鏽鋼真空燜燒壼﹣冰湖藍

支持聖基道兒童院發展
以兒童為本的服務

可享一次免費本地送貨服務（離島、東涌及港外地區恕不送貨）。成功確認客戶付款後，所訂購之貨品於七
個工作天內，於星期一至五辦公時間送到指定之商業區辦公地址；如非辦公地址，本院將寄上朱古力券。

III. 付款或捐款方法

❒

九顆心形黑朱古力

聖基道健苗軒（灣仔）
生活好點（北角）

網店：charitygift.store

訂貨金額少於 $2,000

（心形 76mm x 76mm x 30mm）

公開銷售（12月1日至2021年2月21日）

II. 送貨詳情

訂貨金額達 $2,000 或以上 ( 商業區辦公地址 )

數量

訂購（即日至2022年1月24日）
網上訂購： https://charitygift.store

傳真：2520 1725

賞味限期：迷你朱古力禮盒及限量版朱古力禮盒 -31/3/2022、
精裝朱古力禮盒 -30/4/2022。
為支持環保及減低行政開支，如訂購總額少於 $100，請直接到銷售點購買。
*
不鏽鋼真空燜燒壼（暖心粉）指定地方銷售，詳情請留意 www.skhsch.org.hk。

$

地址（請以英文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適用
$

❒ 其他收禮人 ❒ 捐贈予社福機構

如收禮人及送遞地址與上述不同，請填寫：

送遞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請在適當空格內 ✓。
2. 所有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機構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

總額：

注意事項：

您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只用作邀請參與活動、通訊、籌募、義工招募及收集意見之用途。請以“✓ ”號表示：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聖基道兒童院向本人提供上述資料。( 如 閣下未有表明是否同意，本院將假定 閣下接
受本院向 閣下發出上述資訊，直至另行通知。) 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756 4488 與本院職員聯絡。

❒

❒

3. 凡捐款或捐贈朱古力達 $100 或以上，
憑收據可申請扣減稅款。扣減稅款不
適用於購買朱古力。
4. 請填妥表格寄回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15 樓聖公會聖基
道兒童院收或傳真至 2520 1725。
5. 貨物出門，恕不退換。

稅局檔案編號 IR Ref. No.：91/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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