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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二 ○ ○ 五 至 二 ○ ○ 九 年獲批准在公眾地方進行慈善籌款活動申請的詳情 
 
(1) 社會福利署（社署）批准的賣旗籌款活動 
 
獲社署批准的賣旗籌款活動必須為慈善性質。二 ○ ○ 五 至 二 ○ ○ 九 年的賣旗籌款活動數字如下

－ 
 

分區賣旗日 
曆年 全港賣旗日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二 ○ ○ 五  32 31 31 31 
二 ○ ○ 六  32 31 31 31 
二 ○ ○ 七  31 30 30 30 
二 ○ ○ 八  31 31 31 31 
二 ○ ○ 九  31 30 30 30 

 
獲批准進行賣旗籌款活動的團體名稱及地區如下－ 
（註：個別公司只有英文註冊名稱） 
 
二 ○ ○ 五  
 

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2 光明行動護眼基金有限公司        

3 愛心行動協會(中國)有限公司        

4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5 循道衛理亞斯理社會服務處        

6 亞洲婦女協進會有限公司        

7 工業傷亡權益會有限公司        

8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9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10 香港小童群益會        

11 香港基督少年軍有限公司        

12 突破有限公司        

13 復和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14 柴灣區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15 柴灣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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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6 長洲鄉事委員會青年綜合服務中心        

17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18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19 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司        

20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21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聯會有限公司        

22 基督教勵行會        

23 基督教牧愛會有限公司        

24 中聖教會有限公司        

25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26 香港公益金        

27 長春社        

28 職工盟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29 長者網絡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30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有限公司        

31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32 護苗基金        

33 薪火行動        

3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35 基督教粉嶺神召會有限公司        

36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The        

37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        

38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39 基督教靈實協會        

40 協康會        

41 香海正覺蓮社        

42 學友社        

43 匡智會        

44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45 香港耆英協進會有限公司        

46 香港愛滋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47 香港航空青年團        

48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49 香港風濕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50 香港兔唇裂顎協會        

51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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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52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53 香港基督徒學會        

54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55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56 香港家庭福利會        

57 工聯康齡長者服務社        

58 香港青年協會        

59 香港健康促進及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60 香港國際音樂學校        

61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62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63 香港傷健協會        

64 香港復康力量        

65 香港交通安全會        

66 香港海事青年團        

67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68 香港盲人輔導會        

69 香港聾人福利促進會        

70 香港保護兒童會        

71 寰宇希望有限公司        

72 工業福音團契有限公司        

73 佛香講堂有限公司        

74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75 啟勵扶青會有限公司        

76 循道衛理觀塘社會服務處        

77 觀塘民聯會        

78 點滴是生命有限公司        

79 健康快車香港基金        

80 光愛中心有限公司        

81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金        

82 香港路德會有限公司        

83 香港心理衛生會        

84 循道衛理中心        

85 香港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86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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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87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88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89 新界婦孺福利會有限公司        

90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91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92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區會基列社會服務中心        

93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94 保良局        

95 博愛醫院        

96 再生會有限公司        

97 香港復康聯盟        

98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99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        

100 香港城北扶輪社社會服務基金有限公司        

101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The 

       

102 聖巴拿巴會之家        

103 救世軍        

104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105 深水埔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        

106 銀色力量跨代義工聯盟有限公司        

107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108 善寧會        

109 自閉症人士福利促進會        

110 香港善導會        

111 南亞路德會有限公司         

112 生命熱線        

113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及 
環球聖經公會有限公司 

       

114 點蟲蟲熱線        

115 親切        

116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117 屯門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118 東華三院        

119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120 基督教互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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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21 仁濟醫院        

122 仁愛堂有限公司        

123 元朗大會堂管理委員會有限公司        

124 圓玄學院        

125 錫安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        

 
二○○六 
 

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2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3 病人互助組織聯盟        

4 恆康互助社        

5 香港展能藝術會        

6 亞洲婦女協進會有限公司        

7 工業傷亡權益會有限公司        

8 萬國宣道浸信會有限公司        
9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10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imited, The 

       

11 香港基督少年軍有限公司        

12 柴灣區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13 校牧康體事工有限公司        

14 培幼行動有限公司        

15 培苗行動有限公司        

16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17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聯會有限公司        
18 基督教勵行會        
19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20 贐明會        

21 香港公益金        
22 職工盟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23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有限公司        

24 護苗基金        
25 薪火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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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26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有限公司        

2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28 基督教粉嶺神召會有限公司        

29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The        

30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        
31 綠色力量有限公司        

32 香港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        
33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34 協康會        
35 香海正覺蓮社        

36 學友社        

37 匡智會        

38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39 香港耆英協進會有限公司        

40 香港航空青年團        
41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42 港澳信義會有限公司        
43 香港兔唇裂顎協會        

44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45 香港長者協會        

46 香港哮喘會有限公司        
47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        

48 香港浸信會醫院區樹洪健康中心        
49 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The 
       

50 香港青少年服務處        
51 香港基督教更新會有限公司        
5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53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54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55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56 香港失明人互聯會        

57 香港青年協會        
58 香港女童軍總會        
59 香港健康促進及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60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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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61 香港腎臟基金會有限公司        
62 香港肝壽基金        
63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64 香港肌健協會        

65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66 香港復康力量        
67 香港交通安全會        

68 香港復康會        

69 香港盲人輔導會        
70 香港聾人福利促進會        
71 香港保護兒童會        
72 工業福音團契有限公司        
73 佛香講堂有限公司        

74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75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76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有限公司        
77 循道衛理觀塘社會服務處        
78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79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金        
80 九龍樂善堂        
81 香港路德會有限公司        
82 香港心理衛生會        
83 循道衛理中心        
84 香港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85 MFMW Limited        
86 方舟行動有限公司        

87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88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89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90 鄰舍輔導會        
91 新界社團聯會社會服務基金        

92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93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區會基列社會服務中心        
94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95 保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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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96 博愛醫院        

97 國際雷利計劃(香港)有限公司        
98 香港復康聯盟        

99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100 利民會        
101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        
102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The  
       

103 香港耀能協會        
104 聖巴拿巴會之家        
105 深水埔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        

106 沙田婦女會有限公司        

107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108 香港戒毒會        
109 善寧會        
110 自閉症人士福利促進會        

111 明光社        

112 南亞路德會有限公司         
113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114 生命熱線        

115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116 慈光社群服務網絡        
117 屯門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118 東華三院        
119 衛施基金會有限公司        
120 基督教互愛中心        
121 仁濟醫院        
122 仁愛堂有限公司        

123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124 元朗大會堂管理委員會有限公司        

125 圓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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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2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3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4 恆康互助社        

5 循道衛理亞斯理社會服務處        
6 亞洲婦女協進會有限公司        

7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8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聯會        
9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10 香港小童群益會        
11 突破有限公司        
12 香港明愛        
13 復和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14 柴灣浸信會        
15 長洲婦女會有限公司        

16 培幼行動有限公司        

17 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司        

18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19 基督教勵行會        
20 基督教牧愛會有限公司        

21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22 香港公益金        
23 職工盟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24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有限公司        

25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26 護苗基金        
27 薪火行動        
28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29 基督教粉嶺神召會有限公司        

30 新界青聯發展基金會有限公司        

31 扶康會        

32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        
33 綠色力量有限公司        

34 協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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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35 香海正覺蓮社        
36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37 香港耆英協進會有限公司        

38 香港航空青年團        
39 香港兔唇裂顎協會        

40 香港長者協會        

41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        
42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43 香港腦科基金會有限公司        

44 香港佛教聯合會        

45 香港基督教更新會有限公司        
46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47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48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49 香港家庭福利會        
50 工聯康齡長者服務社        

51 香港青年協會        

52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53 香港腎臟基金會有限公司        

54 香港肝壽基金        
55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56 香港遊樂場協會        
57 香港紅十字會        
58 香港復康力量        
59 香港海事青年團        
60 香港復康會        
61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62 香港盲人輔導會        
63 香港保護兒童會        
64 香港天水圍婦女聯合會        

65 香港伯特利教會恩光堂有限公司        

66 寰宇希望有限公司        
67 工業福音團契有限公司        
68 香港沃土發展社        

69 觀塘民聯會        

70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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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71 健康快車香港基金        
72 樂群社會服務處        

73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74 香港心理衛生會        
75 循道衛理中心        
76 香港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77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78 鄰舍輔導會        
79 新生精神康復會        
80 新界社團聯會社會服務基金        

81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82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83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84 竹園區神召會        
85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86 保良局        

87 博愛醫院        

88 再生會有限公司        

89 香港復康聯盟        

90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91 利民會        

92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        
93 香港城北扶輪社社會服務基金有限公司        
94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The  
       

95 西貢將軍澳婦女會有限公司        

96 聖巴拿巴會之家        
97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98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99 嗇色園        

100 銀色力量跨代義工聯盟有限公司        

101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102 香港戒毒會        

103 善寧會        
104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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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05 自閉症人士福利促進會        

106 香港善導會        
107 聖雅各福群會        

108 生命熱線        
109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110 親切        

111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112 慈光社群服務網絡        
113 東華三院        
114 雁心會樂幼基金有限公司        

115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116 宏施慈善基金        

117 基督教互愛中心        
118 仁濟醫院        
119 仁愛堂有限公司        

120 圓玄學院        

121 錫安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        

 
二○○八 
 

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 民協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2 義務工作發展局        
3 循道衛理亞斯理社會服務處        

4 亞洲婦女協進會有限公司        

5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6 工業傷亡權益會有限公司        
7 萬國宣道浸信會有限公司        
8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9 香港小童群益會        
10 突破有限公司        
11 康馨婦女會        

12 青山醫院        

13 柴灣浸信會        
14 長洲鄉事委員會青年綜合服務中心        



- 13 - 

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5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16 培苗行動有限公司        

17 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司        

18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19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聯會有限公司        
20 基督教勵行會        
21 基督教牧愛會有限公司        

22 中聖教會有限公司        

23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24 香港公益金        
25 長春社        

26 懲教社教育基金        
27 職工盟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28 佛教法住學會有限公司        
29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30 護苗基金        
31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有限公司        

3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33 基督教粉嶺神召會有限公司        

34 新界青聯發展基金會有限公司        

35 扶康會        
36 鳳溪公立學校        

37 綠色力量有限公司        
38 協康會        
39 學友社        

40 匡智會        

41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42 香港耆英協進會有限公司        

43 香港愛滋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44 香港航空青年團        
45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46 香港風濕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47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48 香港哮喘會有限公司        
49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        
50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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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51 香港佛教聯合會        

52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53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54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55 香港青年協會        
56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57 香港腎臟基金會有限公司        

58 香港肝壽基金        
59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60 香港傷健協會        
61 香港遊樂場協會        
62 香港紅十字會        
63 香港復康力量        
64 香港復康會        
65 香港聾人福利促進會        
66 香港保護兒童會        
67 香港學生輔助會        
68 香港天水圍婦女聯合會        

69 香港伯特利教會恩光堂有限公司        

70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71 寰宇希望有限公司        
72 工業福音團契有限公司        
73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74 佛香講堂有限公司        

75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76 觀塘民聯會        

77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78 健康快車香港基金        

79 光愛中心有限公司        
80 樂群社會服務處        

81 香港路德會有限公司        

82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83 香港心理衛生會        
84 循道衛理中心        
85 鄰舍輔導會        
86 新界社團聯會社會服務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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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87 新界婦孺福利會有限公司        

88 北區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89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90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91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92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區會基列社會服務中心        
93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94 保良局        

95 博愛醫院        

96 愛心力量有限公司        

97 再生會有限公司        

98 香港復康聯盟        

99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100 利民會        

101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The  

       

102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103 沙田婦女會有限公司        

104 銀色力量跨代義工聯盟有限公司        

105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106 愛滋寧養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107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108 善寧會        
109 自閉症人士福利促進會        

110 明光社        

111 香港善導會        

112 春蕾計劃基金        

113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114 生命熱線        

115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116 親切        
117 慈光社群服務網絡        
118 屯門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119 東華三院        

120 仁愛堂有限公司        

121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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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22 香港青年歸主有限公司        

123 圓玄學院        

124 錫安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        

 
二○○九 
 

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1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2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3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4 義務工作發展局        
5 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Secti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haritable Trust 
       

6 循道衛理亞斯理社會服務處        

7 亞洲婦女協進會有限公司        
8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9 萬國宣道浸信會有限公司        
10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11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12 香港小童群益會        
13 香港基督少年軍有限公司        
14 突破有限公司        
15 康馨婦女會        

16 長洲鄉事委員會青年綜合服務中心        

17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18 培幼行動有限公司        

19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20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21 基督教勵行會        
22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23 基督教牧愛會有限公司        

24 中聖教會有限公司        
25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26 香港公益金        
27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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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28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29 護苗基金        
3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31 基督教粉嶺神召會有限公司        

32 新界青聯發展基金會有限公司        

33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The        

34 扶康會        
35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        

36 香港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        
37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38 基督教靈實協會        
39 協康會        
40 匡智會        

41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42 香港耆英協進會有限公司        

43 香港愛滋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44 香港航空青年團        
45 港澳信義會有限公司        
46 香港長者協會        
47 香港聾人協進會        
48 香港哮喘會有限公司        
49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50 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The 

       

51 香港華人基督會        
52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53 香港失明人互聯會        
54 香港青年協會        
55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56 香港腎臟基金會有限公司        

57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58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59 香港遊樂場協會        
60 香港海事青年團        
61 香港單親協會        
62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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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63 香港保護兒童會        
64 香港南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65 香港婦聯有限公司        

66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67 香港青年旅舍協會        
68 香港青年動力協會有限公司        
69 寰宇希望有限公司        
70 工業福音團契有限公司        
71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72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73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74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        

75 循道衛理觀塘社會服務處        
76 點滴是生命有限公司        

77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78 生命工場        

79 健康快車香港基金        
80 九龍樂善堂        
81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82 香港心理衛生會        
83 循道衛理中心        
84 香港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85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86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87 鄰舍輔導會        
88 新界社團聯會社會服務基金        

89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90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區會基列社會服務中心        
91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92 保良局        
93 博愛醫院        

94 復康資源協會        
95 香港復康聯盟        

96 利民會        
97 香港城北扶輪社社會服務基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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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團體名稱 

全港 港島區 九龍區 新界區 

98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The  

       

99 聖巴拿巴會之家        
100 救世軍        
101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102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10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104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Hong Kong) Trustees Incorporated 

       

105 香港善導會        
106 春蕾計劃基金        

107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108 宣美語言及聽覺訓練中心        
109 生命熱線        
110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111 親切        

112 慈光社群服務網絡        
113 屯門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114 東華三院        
115 城市睦福團契有限公司        

116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117 宏施慈善基金        
118 世界自然 (香港) 基金會        
119 基督教互愛中心        
120 仁濟醫院        
121 仁愛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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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署批准的其他公開慈善籌款活動 
 
獲社署批准的公開慈善籌款活動必須為慈善性質，社署亦會就一些特別為災難而舉行的籌款活動發

出許可證，例如二○○五年的南亞海嘯、二○○八年的四川地震、二○○九年的台灣風災等。由於

當局的電腦資料庫並無紀錄各街頭慈善籌款活動的目的及地點，故未能就個別籌款活動提供詳細資

料。在二○○五年至二○○九年間曾獲社署批准進行公開慈善籌款活動機構名單如下－ 
（註：部份機構曾於同一年申請超過一次；個別機構只有英文註冊名稱。） 
 
二○○五 
 

1A Group Limited 恒生商學書院 麥理浩復康院 

自強協會 興勝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美信廣告(香港)有限公司 

三十會有限公司 和諧長青服務聯會有限公司 願望成真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靈實醫院 明德兒童教育中心 

香港仔田灣邨華富邨華貴邨潮

僑坊眾盂蘭勝會有限公司 

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無國界醫生組織(香港)有限公司

ACC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伸手助人協會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光明行動護眼基金有限公司 婦女動力基金有限公司 美新商業總會有限公司 

民協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 

香港心理衛生會 

香港機場管理局 漢華教育機構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雅麗氏何妙齡拿打素醫院 匡智會 納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道神學院 少年領袖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鄰舍輔導會 

恒康亙助社 香港愛滋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飛躍網絡國際有限公司 

亞洲動物基金 香港愛滋病紀念掛被計劃有限

公司 

新世紀協會有限公司 

藝術慈善基金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北區醫院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宣道善會 羅富國校友會學校 

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藝術中心 莫嘉嫻議員辦事處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馮檢基議員辦事處 

華苗薈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陸平才、柯耀林議員辦事處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基督徒音樂事工協會 灣仔區吳錦津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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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芭蕾舞團有限公司 何民傑議員辦事處 

佛教慈濟基金會香港分會有限

公司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邱帶娣議員辦事處 

佛教導航精舍有限公司 香港血癌基金 微笑行動中國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理學會 香港佛教聯合會 樂施會 

八和粵劇學院有限公司 香港佛教智修院有限公司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Care for Children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佛教醫院 半島青年商會 

關心您的心 香港學園傳道會有限公司 明日棟樑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群心會護幼扶青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癌症基金會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福幼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愛貓救世軍有限公司 保良局 

明愛醫院 香港柴灣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寶達邨互委會聯會 

青山醫院 舂坎角慈氏護養院 博愛醫院 

銅鑼灣協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有限公司 博藝集團有限公司 

復和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愛心力量有限公司 

卓施社會服務團 香港社區發展網絡 威爾斯親王醫院 

程思遠(中國國際)肝炎研究基金 香港家連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瑪嘉烈醫院慈善基金 

志蓮淨苑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綠田園基金 

慈德社有限公司 香港女童軍總會 國際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Hong Kong Gurkhas Association 伊利沙伯醫院 

培幼行動有限公司 香港曲棍球總會 國際雷利計劃(香港)有限公司 

兒童燃點生命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詩會有限公司 再生會有限公司 

兒童癌病基金 香港腎臟基金會 復康資源協會 

兒童心臟病基金會 香港拯溺總會 麥當奴叔叔之家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香港肝壽基金 律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培苗行動有限公司 香港骨髓捐贈基金 救世軍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香港衞聰聯會 香港撒瑪利亞防止自殺會 

培才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長者護理協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 香港紅十字會 沙鷹體育會 

捷輝汽車有限公司 香港復康力量 Shambhala Foundation Limited 

彩虹邨服務聯會 香港話劇團有限公司 沙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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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勵行會 香港沙田工商業聯合會 筲箕灣浸信會 

Christina Noble Children's 
Foudnation (Hong Kong) Limited, 
The 

香港復康會 石湖墟商會有限公司 

川彥社有限公司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全城更新有限公司 香港南區各界聯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贐明會 香港南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保護海港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公益金 香港乒乓總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香港寵物褔利協會 香港跆拳道協會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 

長春社 香港網球贊助人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善導會 

聖保羅男女中學校董會慈善信

託基金 

香港天水圍婦女聯合會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arities Limited 

愛心無國界演藝界大匯演 基督教香港真道教會有限公司 苗圃行動 

民主建港聯盟 香港荃灣社群協進會 聖基道兒童院 

民主黨 香港輪椅輔助隊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糖尿聯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渣打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愉景灣服務管理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赤柱婦女會有限公司 

騰龍青年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青年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生命熱線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朝陽工商聯會 

DWXI (EL SHADDAI) Prayer 
Partner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醫院管理局慈善基金 蘇羅精舍有限公司 

皇朝曲藝苑 虛雲和尚紀念堂有限公司 大坑坊眾福利會 

環保生態協會有限公司 Image Factory Limited 大埔青年協會 

關懷長者之家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國際無國界夢想成真基金有限

公司 

劇場組合有限公司 

護苗基金 佛香講堂有限公司 將軍澳醫院 

English Excel School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有限公司 屯門醫院 

英基學校協會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 

長者享樂慈善社有限公司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基督教聯合醫院 

香港啟迪會 玉器業工商會 基督教聯合醫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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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達帶模(東南亞)有限公司 Jesus is Lord School of Ministry 
(Hong Kong) Limited 

雁心會樂幼基金有限公司 

薪火行動 以勒基金有限公司 宇宙(助學)行樂社有限公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 香港大學 

樂天關懷行動有限公司 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城市心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金 景美樓互助委員會 金剛持佛學禪修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家庭關係發展網絡協會 瓊華有限公司 無國界義工 

舞之集 國度事奉中心有限公司 基督教華富村潮人生命堂有限

公司 

新界青聯發展基金會有限公司 九龍城區議會 香港心連心 

飛雁慈善敬老基金會 循道衛理觀塘社會服務處 黃竹坑醫院 

香港循理會 國際獅子總會港澳 303 區青年獅

子區會 

香港世界宣明會 

摩星嶺之友有限公司 自由黨 世界自然(香港)基金會 

香港地球之友慈善有限公司 香港屯門獅子會有限公司 仁濟醫院 

青年之友 信仰生活互動坊有限公司 仁愛堂有限公司 

貝因慈善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腦友坊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榮頌團契有限公司 樂智協會有限公司 妍社有限公司 

真証傳播有限公司 樂康社會服務聯會 余智成北區區議員辦事處 

基督教主恩會有限公司 九龍樂善堂 道教(香港)元符觀 

葛量洪醫院 朗輝旅遊巴士服務公司 元朗大會堂管理委員會有限公

司 

環保促進會有限公司 真佛宗香港華光功德會有限公

司 
 

 
總數：275 
 
二○○六 
 

自強協會 海港青年商會有限公司 飛躍網絡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和諧之家有限公司 新生精神康復會 

香港仔田灣邨華富邨華貴邨潮

僑坊眾盂蘭勝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靈實協會 新界社團聯會社會服務基金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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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靈實醫院 非牟利獸醫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青鳥 協康會 北區醫院 

民協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奧廸慈善基金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伸手助人協會 樂施會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曉麗苑業主協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雅麗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關愛之家有限公司 半島青年商會 

建道神學院 匡智會 竹園區神召會 

藝術在醫院 少年領袖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全備團契有限公司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愛滋病紀念掛被計劃有限

公司 

明日棟樑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音樂樂園有限公司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毘盧佛學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徒音樂事工協會 保良局 

基督教兒童及長褔利會有限

公司 

香港聾人協進會 博愛醫院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哮喘會有限公司 和平之君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白普理寧養中心 香港血癌基金 威爾斯親王醫院-醫院管理局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乳癌基金會有限公司 瑪嘉烈醫院慈善基金 

佛教慈濟基金會香港分會有限

公司 

香港佛教聯合會 綠田園基金 

佛教導航精舍有限公司 香港佛教醫院 國際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 

佛教青年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學園傳道會有限公司 伊利沙伯醫院 

加略山基督全備福音教會有限

公司 

香港愛貓救世軍有限公司 瑪麗醫院 

Care for Children (HK) Limited 香港柴灣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國際雷利計劃(香港)有限公司 

群心會護幼扶青基金有限公司 慈氏安養院基金 繼續張國榮歌影迷國際聯盟 

福幼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復康資源協會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何鴻毅家族基金有限公司 

明愛醫院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麥當勞叔叔之家慈善基金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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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醫院 香港社區發展網絡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Northeast Community Service 
Fund Limited 

國泰航空公司 香港社區服務協會 律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恩懷之家慈善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香港腸胃健康基金 救世軍 

志蓮淨苑 香港環保基金有限公司 慧進會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培幼行動有限公司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 沙田浸信會 

兒童燃點生命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腎臟基金會 沙田醫院 

兒童癌病基金 香港拯溺總會 筲箕灣浸信會 

兒童心臟病基金會 香港肝壽基金 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有限

公司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

金有限公司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培才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管弦協會 資生堂大昌行化粧品有限公司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 香港遊樂場協會 小紅船劇團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佐敦會

所(綜合青少年服務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 全人發展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 香港復康力量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彩虹邨服務聯會 香港話劇團有限公司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宣道會親子服務中心 香港聖樂學院法團有限公司 保護海港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得生團契有限公司 香港復康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基督教非拉鐵非教會(香港)有

限公司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明光社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扶幼會 

全城更新有限公司 香港道教聯合會 香港善導會 

贐明會 香港青年聯會 苗圃行動 

香港公益金 香港輪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聖基道兒童院 

香港寵物褔利協會 香港幼苗環保協會有限公司 聖雅各福群會 

長春社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聖伯多祿復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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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羅男女中學校董會慈善信

托基金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赤柱婦女會有限公司 

與抑鬱共舞小組 醫院管理局慈善基金 Stemi Limited 

香港糖尿聯會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有限公司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有限公司 生命熱線 

環保生態協會有限公司 Jesus Is Lord Church Limited 陽光力量 

EL SHADDAI DWXI Prayer 
Partner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Jesus is Lord School of Ministry 
(Hong Kong) Limited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關懷長者之家服務中心 以勒基金有限公司 親切 

精英運動員慈善基金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將軍澳醫院 

護苗基金 國度事奉中心有限公司 屯門醫院 

長者享樂慈善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龍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東華三院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古巨基兒童醫療基金有限公司 基督教聯合醫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獅子山青年商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聯合醫務協會 

樂天關懷行動有限公司 腦友坊 雁心會樂幼基金有限公司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金 樂康社會服務聯會 香港大學 

飛雁慈善敬老基金會 九龍樂善堂 金剛持佛學禪修中心有限公司 

循理會白普理德田長者服務中

心 

麥理浩復康會 基督教華富村潮人生命堂有限

公司 

香港循理會 願望成真基金有限公司 黃竹坑醫院 

香港地球之友慈善有限公司 明德兒童啟育中心 世界緊急援助(香港)有限公司 

扶康會 無國界醫生組織(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世界宣明會 

基督教主恩會有限公司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世界自然(香港)基金會 

環保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心理衛生會 仁濟醫院 

綠色和平 國際美慈組織有限公司 仁愛堂有限公司 

佳寶幼稚園 現代美容中心（香港）有限公司 循道衞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香港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 動力學堂有限公司 圓玄學院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 

媒體綠洲有限公司 進念.二十面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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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鄰舍輔導會  

 
總數：233 
 
二○○七 
 

自強協會 Friends of the Harp Limited 願望成真基金有限公司 

更好明天有限公司 獻愛長者慈善社有限公司 無國界醫生組織(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葛量洪醫院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香港仔田灣邨華富邨華貴邨潮

僑坊衆盂蘭勝會有限公司 

醫院管理局葛量洪醫院 香港心理衛生會 

ACC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綠色和平 
國際美慈組織有限公司 

青鳥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樂善公益基金會 媒體綠洲有限公司 

關懷愛滋基金有限公司 基督教靈實協會 香港雲彩之家有限公司 

香港機場管理局 靈實醫院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

公司 

雅麗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協康會 新世紀論壇有限公司 

建道神學院 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新生精神康復會 

恆康互助社 伸手助人協會 非牟利獸醫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Animals Asia Foundation Limited 婦女動力基金有限公司 北區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藝術慈善基金 匡智會 聖約翰爵士香港兒童弱視基金

會有限公司 

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奧廸慈善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聯會 香港基督徒音樂事工協會有限

公司 

聖母醫院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聯會有限公

司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樂施會 

基督教兒童及長者褔利會有限

公司 

香港乳癌基金會有限公司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Bethany Fellowship Limited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有限公司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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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佛教聯合會 竹園區神召會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佛教醫院 堅毅忍者．障殘人士國際互助協

會有限公司 

佛教慈濟基金會香港分會有限

公司 

香港學園傳道會有限公司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佛教導航精舍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保良局 

佛教青年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慈氏護養院基金 博愛醫院 

敬老護老愛心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愛心力量有限公司 

福幼基金會有限公司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威爾斯親王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明愛醫院 香港社區服務協會 瑪嘉烈醫院慈善基金 

青山醫院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綠田園基金 

耆善老人慈善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環保基金有限公司 博華思(服務)有限公司 

卓施社會服務團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程思遠(中國國際)肝炎研究基

金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 伊利沙伯醫院 

恩懷之家慈善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香港葛福臨佈道大會有限公司 瑪麗醫院 

智行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女童軍總會 復康資源協會 

志蓮淨苑 香港健康促進及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香港復康聯盟有限公司 

兒童心理環保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詩會有限公司 何鴻毅家族基金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律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兒童燃點生命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拯溺總會 聖公會靈風堂 

兒童癌病基金 香港肝壽基金 救世軍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

金有限公司 

香港撒瑪利亞防止自殺會 

培苗行動有限公司 香港肌健協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香港新生社家庭服務協會有限

公司 

沙田醫院 

華人廟宇委員會 美國花藝學院香港教師協會 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有限

公司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 香港兔友協會有限公司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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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邨服務聯會 香港紅十字會 資生堂大昌行化粧品有限公司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聯會有限

公司 

香港復康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勵行會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香港天水圍婦女聯合會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Hong Kong) 
Trustees Incorporated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 苗圃行動 

大衞城文化中心 香港婦女勞工協會 聖雅各福群會 

全城更新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生命熱線 

溫馨老人互助之家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大埔醫院 

香港公益金 醫院管理局 - 白普理寧養中心 親切 

Council of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Charitable Trust, The 

醫院管理局慈善基金 將軍澳醫院 

長者網絡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華夏基金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民主建港協進聯盟 天富苑業主立案法團 屯門醫院 

民主黨 香港沃土發展社 東華三院 

香港糖尿聯會 勵智協進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聯合醫院 

動物醫生有限公司 普世基教徒關懷差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聯合醫務協會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Island Junior Chamber Limited 雁心會樂幼基金有限公司 

舊密教法之源敦都德欽能中心

有限公司 

Jesus is Lord Church Limited 華欣文教基金有限公司 

環保生態協會有限公司 Jesus is Lord School of Ministry 
(Hong Kong) Limited 

黃竹坑醫院 

EL SHADDAI DWXI Prayer 
Partner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世界宣明會 

精英運動員慈善基金 國度事奉中心有限公司 世界自然(香港)基金會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九龍社團聯會 美世鹽光慈善基金 

進心會有限公司 自由黨扶貧基金 仁濟醫院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有限公司 腦友坊 仁愛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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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樂康社會服務聯會 循道衞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樂天關懷行動有限公司 九龍樂善堂 圓玄學院 

Families of S.M.A. Charitable 
Trust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慈善

基金有限公司 

進念．二十面體有限公司 

香港地球之友慈善有限公司   

 
總數：208 
 
二○○八 
 

南溪之友 － 葵青地區服務協

會 

綠領行動 九龍樂善堂 

好友金曲研習社 坑口區鄉事委員會 朗暉旅遊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麗韻歌詠社 嚟啦喂樂善坊 香港華光功德會有限公司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靈實協會 慈愛長者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靈實醫院 龍光樓互助委員會 

香港仔田灣邨華富邨華貴邨潮

僑坊眾盂蘭勝會有限公司 

耳聽心言基金有限公司 願望成真基金有限公司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無國界醫生組織(香港)有限公

司 

ACC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伸手助人協會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力行社有限公司 婦女動力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心理衛生會 

愛迪達香港有限公司 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金會有限

公司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先行傳播有限公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盈愛行動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香港工會聯合會救災慈善基金 梅窩鄉事委員會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香港知青藝術團 香港雲彩之家有限公司 

關懷愛滋基金有限公司 何韻詩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

公司 

機場管理局 和興白花油藥廠有限公司 鄰舍輔導會 

雅麗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學友社 Nepalese Artists Association HK 

建道神學院 匡智會 新世紀論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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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新界社團聯會社會服務基金有

限公司 

Amity Foundation Hong Kong 
Limited, The 

香港愛滋病紀念掛被計劃有限

公司 

新界北區文娛康樂促進會有限

工司 

恆康互助社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北區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演藝界 512 關愛行動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業餘管弦樂團 慈福行動有限公司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有

限公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光彩明天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聖母醫院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香港基督徒音樂事工協會有限

公司 

樂施會 

慈惠婦女會 香港聾人協進會 白田邨居民協會 

汽車電池輪胎業商會 香港乳癌基金會有限公司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佛教聯合會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工程界社促會有限公司 香港佛教醫院 樂苗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舞蹈聯會 香港佛教三德弘法中心有限公

司 

保良局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imited, The 

香港愛貓協會 博愛醫院 

博美市場推廣及廣告有限公司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有限公司 極地博物館基金有限公司 

無界音樂曲藝社 香港柴灣居民協會 愛心力量有限公司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有限公

司 

威爾斯親王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香港基督少年軍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瑪嘉烈醫院慈善基金 

白普理寧養中心 香港華人基督會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匯知中學家長教師會 

佛教慈濟基金會香港分會有限

公司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伊利沙伯醫院 

佛教青年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職工會聯盟 瑪麗醫院 

敬老護老愛心會有限公司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深愛堂 國際雷利計劃(香港)有限公司 

福幼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環保基金有限公司 正政慈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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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醫院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Red Mission Limited 

青山醫院 香港失明人互聯會 復康資源協會 

耆善老人慈善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青年協會 香港居民福利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電腦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漁業聯盟 復興城巿國際教會協會 

校牧康體事工有限公司 香港足球總會有限公司 律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卓施社會服務團 香港女童軍總會 西貢鄉事委員會西頁區社區中

心 

恩懷之家慈善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香港廣東汕尾巿瑞麟金獅文化

國術總會 

救世軍 

長洲鄉事委員會 香港傷殘基金協會 三聖居民協會 

長洲惠海陸同鄉有限公司 香港健康促進及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香港撒瑪利亞防止自殺會 

長沙灣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香港儒釋道院有限公司 三清宮籌辦委員會 

志蓮淨苑 香港島各界聯合會有限公司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香港玉器商會有限公司 Shaheen Sports Club 

兒童脊科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沙田醫院 

兒童心臟基金會 香港拯溺總會 沙田街巿商會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香港黏多醣症暨罕有遺傳病互

助小組 

筲箕灣浸信會 

智理廣告有限公司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有限公司 石湖墟街市商户聯會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香港新生社家庭服務協會有限

公司 

石湖墟商會有限公司 

中國遊戲工作委員會香港聯會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

司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香港八和會館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 資生堂大昌行化粧品有限公司 

香港民族藝術團 香港遊樂場協會 瑞安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香港摩托艇運動協會 香港紅十字會 Siddhartha's Intent Limited 

華人廟宇委員會 香港話劇團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無國界社工有限公司 

捷輝汽車有限公司 香港單親協會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朝陽工商聯會有限公司 香港復康會 愛滋寧養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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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邨服務聯會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勵行會 香港南區各界聯會有限公司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學生輔助會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Hong Kong) 
Trustees Incorporated 

基督教樂寧生命發展中心有限

公司 

香港道教聯合會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 

基督教靈磐教會有限公司 香港天水圍婦女聯合會 苗圃行動 

中英劇團有限公司 香港荃灣各界四川賑災籌委會 春蕾計劃基金 

中華基督教會林馬堂有限公司 香港婚禮管理協會 Springboard Project Limited, The

大衞城文化中心 香港文匯報賑災基金 聖雅各福群會 

沙田第一城婦女會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STEMI Limited 

City Super Limited 香港青年藝術協會 生命熱線 

全城更新有限公司 香港青年藝術協會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代理有限公司 

公民黨有限公司 香港青年會 新港城住戶協會 

贐明會 香港互助青年協會 蘇羅精舍有限公司 

溫馨老人互助之家有限公司 希望貓狗天地 Swire Properties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公益金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大坑坊眾福利會 

關注動物心協會有限公司 Hospital Authority Charitable 
Foundation, The 

大澳鄉事委員會 

雅樂合奏團 中華基督教會馮梁結紀念中學

法團校董會 

大埔醫院 

Council of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Charitable Trust, The 

荃威花園業主立案法團 大埔動力 

懲教社教育基金限公司 清麗苑業主立案法團 大埔社團聯誼會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

同學會 

俊民苑業主立案法團 得福敬老會 

民主建港協進聯盟 黃金大廈業主立案法團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民主黨 南昌邨業主立案法團 天水圍街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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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文教基金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天馬苑業主立案法團 天水圍社娘子軍 

香港糖尿聯會 將軍澳廣明苑業主立案法團 匯眾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愉景灣服務管理有限公司 屯門大興花園第二期業主立案

法團 

土瓜灣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工業福音團契有限公司 動力音樂室有限公司 

舊密教法之源敦都德欽能中心

有限公司 

香港沃土發展社 泰富國安集團有限公司 

DWXI (El Shaddai) Prayer 
Partner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勵智協進會有限公司 親切 

EADS Secure Networks Limited 佛香講堂有限公司 將軍澳醫院 

東九龍居民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of God, Limited 

荃灣區節日燈飾籌備委員會 

東區之友有限公司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有限公司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環保生態協會有限公司 Jesus is Lord School of Ministry 
(Hong Kong) Limited 

荃灣商會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環保生態保育協會 以勒基金有限公司 屯門第四區民生協進會 

關懷長者之家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屯門區婦女會有限公司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屯門醫院 

無國界工程師 嘉民樓互助委員會 屯門青年協會 

進心會有限公司 Katterwall Limited 東井圓佛會有限公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播道兒童之

家 

啟勵扶青會有限公司 東涌商會有限公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有限

公司 

協愛服務有限公司 東頭邨二十二座互助委員會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有限公司 國度事奉中心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九龍社團聯會 基督教聯合醫院 

錦锈花園管理諮詢委員會 九龍小型足球總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聯合醫務協會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金 古巨基兒童醫療基金有限公司 勞聯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遠東發展有限公司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

公司 

維港關愛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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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新界販商社團聯合會 葵青民生動力 香港排球總會 

新界青年聯會 觀塘區文娛康樂促進會 無國界義工 

油尖旺地區事務聯會 觀塘耆樂會 基督教華富村潮人生命堂有限

公司 

狗朋犬友 觀塘民聯會 環球傳道教會香港有限公司 

愛心之友中國教育(慈善)基金

會 

南丫島動物保護組織有限公司 世界緊急援助(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之友有限公

司 

社會民主連線 香港世界宣明會 

Friends of the Harp Limited 鯉魚門街坊福利會 無止橋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前綫 悠閒樂韻 仁濟醫院 

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契有

限公司 

香港青馬青年獅子會 仁愛堂有限公司 

獻愛長者慈善社有限公司 自由黨扶貧基金 循道衞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慈恩基金會有限公司 自由黨四川地震賑災基金 油塘邨榮塘樓互助委員會 

基督教主恩會有限公司 時代生活集團有限公司 土房子 

恩聯福利會有限公司 領匯管理有限公司 協青社 

葛量洪醫院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區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身心美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腦友坊 進念‧二十面體有限司 

Great Energy Investments Limited 樂康社會服務聯會  

 
總數：377 
 
二○○九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快樂人基金會有限公司 社會民主連線 

更好明天有限公司 基督教靈實協會 領匯管理有限公司 

A 博士社會服務團 靈實醫院 香港屯門獅子會有限公司 

香港保護遺棄動物基金會 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

基金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有限公司 伸手助人協會 腦友坊 

香港仔田灣邨華富邨華貴邨潮

僑坊眾盂蘭勝會有限公司 

婦女動力基金有限公司 樂康社會服務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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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金會有限

公司 

九龍樂善堂 

青鳥 匡智會 慈愛長者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港九工團聯合總會 願望成真基金有限公司 

關懷愛滋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無國界醫生組織(香港)有限公司 

機場管理局 香港愛滋病基金會有限公司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雅麗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香港愛滋病紀念掛被計劃有限

公司 

香港心理衛生會 

基恩敬拜音樂事工有限公司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盈愛行動 

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Secti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haritable Trust 

香港動物領養中心有限公司 媒體綠洲有限公司 

糖尿天使有限公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

司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基督徒音樂事工協會有限

公司 

非牟利獸醫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香港長者協會 北區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有限公司 香港聾人協進會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聯會 香港芭蕾舞團有限公司 同心圓福音平台有限公司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慈福行動有限公司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imited, The 

香港乳癌基金會有限公司 微笑行動中國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有限公司 聖約翰爵士香港兒童弱視基金會

香港基督少年軍有限公司 香港佛教聯合會 奧迪慈善基金會有限公司 

白普理寧養中心 香港佛教醫院 聖母醫院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貓咪俱樂部 樂施會 

佛教慈濟基金會香港分會有限

公司 

香港柴灣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智樂兒童遊樂協會 

敬老護老愛心會有限公司 慈氏安養院基金 保良局 

福幼基金會有限公司 香港華人基督會 博愛醫院 

香港明愛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愛心力量有限公司 

明愛醫院 香港公民教育基金會有限公司 威爾斯親王醫院慈善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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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醫院 聯合國兒童基金香港委員會 瑪嘉烈醫院慈善基金 

耆善老人慈善中心有限公司 救狗之家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思覺失調學會有限公司 伊利沙伯醫院 

恩懷之家慈善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香港家庭福利會 瑪麗醫院 

志蓮淨苑 香港傷殘青年協會 泓福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Child Welfare Scheme Limited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 復康資源協會 

兒童脊科基金有限公司 香港青年協會 律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兒童燃點生命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女童軍總會 救世軍 

兒童癌病基金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聯會 香港救助兒童會有限公司 

兒童心臟基金會 香港拯溺總會 一口田慈善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金 香港新移民服務協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香港新生社家庭服務協會有限

公司 

沙田青年商會有限公司 

中國星火基金會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

司 

沙田醫院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筲箕灣浸信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少青風協會有限公司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香港演藝人協會有限公司 恩雨之聲有限公司 

鍾鍚熙長洲安老院有限公司 香港遊樂場協會 無國界社工有限公司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香港兔友協會有限公司 愛滋寧養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城市福音教會有限公司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大衞城文化中心 香港復康力量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Hong Kong) 
Trustees Incorporated 

全城更新有限公司 香港復康會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 

公民黨有限公司 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 南亞路德會有限公司 

公民力量 香港聾人福利促進會 苗圃行動 

贐明會 香港醫療專業人士協會慈善基

金有限公司 

Springboard Project Limited, The 

溫馨老人互助之家有限公司 香港學生輔助會 聖雅各福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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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益金 香港婦聯有限公司 站起來有限公司 

長者網絡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Women's Choir, The STEMI Limited 

民主建港協進聯盟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民主黨 香港青年旅舍協會 生命熱線 

香港糖尿聯會 Hong Kong, China Rowing 
Association 

大埔醫院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希望貓狗天地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舊密教法之源敦都德欽能中心

有限公司 

Hospital Authority Charitable 
Foundation, The 

親切 

DWXI (EL SHADDAI) Prayer 
Partner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長者天地慈善之家有限公司 將軍澳醫院 

環保生態協會有限公司 深水埔街坊福利會小學法團校

董會 

屯門醫院 

促進教育基金會 孵化箱事工有限公司 屯門青年協會 

關懷長者之家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 

香港沃土發展社 東華三院 

精英運動員慈善基金 勵智協進會有限公司 兩地一心 

職安培訓復生會有限公司 互助行動協會有限公司 行樂社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安永中國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聯合醫院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有限

公司 

國際中醫藥膳自療學會有限公

司 

基督教聯合醫務協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有限公

司 

雁心會樂幼基金會有限公司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金 國際天糧事工有限公司 勞聯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荃灣各界協會有限公司 龍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流協會 慧妍雅集 

好戲量有限公司 心晴行動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監護者 

慕主先鋒宣教機構有限公司 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世界緊急援助(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循理會社會服務部 Katterwall Limited 香港世界宣明會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之友有限公

司 

協愛服務有限公司 世界自然(香港)基金會 

獻愛長者慈善社有限公司 國度事奉中心有限公司 無止橋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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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主恩會有限公司 海鷗社有限公司 仁濟醫院 

恩聯福利會有限公司 九龍社團聯會 仁愛堂有限公司 

綠色和平 觀塘區文娛康樂促進會 香港基督教青年會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循道衛理觀塘社會服務處 圓玄學院 

開心樹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總數：247 
 
 
 
(3) 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影視處)批准的慈善獎券活動 
 
二○○五至二○○九年獲影視處批准的獎券活動詳情如下 – 
 
二○○五 
 

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元朗大會堂管理

委員會有限公司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老弱傷殘協會 對老弱傷殘人士的服務                   

佛香講堂有限公

司 

鼓勵長者「活到老，學到

老」的精神 
             

卓施社會服務團 推動「享受老年之樂」       

明日棟樑教育基

金有限公司 

推動本港教育發展 
               

長者安居服務協

會 

支援「一線通平安鐘」慈

善個案及「耆安鈴」長者

熱線服務經費 

           

長者享樂慈善社

有限公司 

建立「長者學習天地」，

以舉辦不同類型的興趣

班和定期支援服務 

            

長春社 保護樹木              

保良局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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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保護遺棄動物協

會有限公司 

推動保護遺棄動物之福

利工作 
          

恆康互助社 為精神病康復者籌募自

助互助服務經費 
           

香港女童軍總會 籌募童軍服務經費           

香港小童群益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心理衛生會 為弱智人士及精神病康

復者提供康復服務 
         

香港外國記者會 為保良局獎學基金及兒

童語言訓練課程籌款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有限公司 

為本地弱勢社群提供支

援 
         

香港青年協會 拓展青年服務                

香港家庭福利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弱能兒童護

助會 

醫療器材 
       

香港基督教女青

年會 

服務發展及營舍重建 
                

香港復康力量 傷殘人士培訓經費            

香港傷健協會 提供傷健人士服務           

香港傷殘青年協

會 

協會為殘疾人士提供服

務的經常費用 
               

香港遊樂場協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脊髓肌肉萎縮症

慈善基金 

幫助患脊髓肌肉萎縮症

的兒童 
      

健康快車香港基

金 

為內地偏遠農村的貧困

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手

術治療 

      

基督教勵行會 在內地提供人道支援及

在本港提供社會服務 
              

博愛醫院 籌募擴展社會服務經費

及籌辦「博愛醫院中醫科

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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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奧比斯 籌募救盲經費，以支援全

球對抗盲疾的前線工作 
         

敬拜會有限公司 拓展社區服務及家庭綜

合援助，幫助新移民、青

少年及學生 

      

綠田園基金 籌募發展環境教育活動

經費 
              

鄰舍輔導會 提供長者、復康、醫療及

其他服務 
                 

關懷長者之家服

務中心有限公司 

為長者提供免費康樂活

動及支援服務 
               

獻愛長者慈善社

有限公司 

為長者提供更多社康活

動，讓他們善用餘暇參加

社群活動及學習，與社會

保持緊密聯繫為他們建

立積極和信心 

               

 
二○○六 
 

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仁愛堂有限公司 為「樂助弱老」基金籌款            

心晴行動慈善基

金有限公司 

籌募營運經費 
      

再生會有限公司 籌募運作經費，推動癌症

及長期病患者服務，提供

復康管理、健康管理、網

上資訊及身心靈健康課

程 

              

老弱傷殘協會 對老弱傷殘人士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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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兒童燃點生命協

會有限公司 

協助有需要的兒童 
                  

明日棟樑教育基

金有限公司 

舉辦各項慈善教育服務

籌募經費 
               

長者享樂慈善社

有限公司 

建立「長者學習天地」，

以舉辦不同類型的興趣

班和定期支援服務 

                

保良局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保護遺棄動物協

會有限公司 

推動保護遺棄動物之福

利工作 
            

香港女童軍總會 籌募童軍服務經費          

香港小童群益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外國記者會 為保良局獎學基金及兒

童語言訓練課程籌款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有限公司 

為本地弱勢社群提供支

援 
          

香港保護兒童會 籌募營運經費           

香港傷健協會 提供傷健人士及長者服

務 
         

香港傷殘青年協

會 

協會為殘疾人士提供服

務的經常費用 
           

香港遊樂場協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管弦協會 籌募發展經費       

香港醫學博物館

學會 

籌募營運經費 
      

健康快車香港基

金 

為內地偏遠農村的貧困

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手

術治療 

                

基督教福音信義

會有限公司 

拓展長者服務，青少年，

學生，家庭綜合服務及教

會發展 

                

彩虹計劃 籌募營運經費       

博愛醫院 籌募擴展社會服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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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單親天地 主要為社會上不幸失去

其配偶之單親人士，提供

有效的社會服務援助 

                  

奧比斯 籌募救盲經費，以支援全

球對抗盲疾的前線工作 
         

綠田園基金 籌募發展環境教育活動

經費 
                

鄰舍輔導會 提供長者、復康、醫療及

其他服務 
                  

學前弱能兒童家

長會 

支援弱能兒童家庭的服

務經費 
           

獻愛長者慈善社

有限公司 

支付中心的經常開支 
                  

 
二○○七 
 

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仁濟醫院 為「仁濟醫院重建基金」

籌款 
                   

仁濟醫院歷屆總

理聯誼會有限公

司 

為「仁濟醫院重建基金」

籌款                      

再生會有限公司 協助長期病患者             

老弱傷殘協會 對老弱傷殘人士的服務               

兒童燃點生命協

會有限公司 

開辦免費培育課程及協

助綜援家庭的兒童 
               

保良局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保護遺棄動物協

會有限公司 

推動保護遺棄動物之福

利工作 
               

香港女童軍總會 籌募童軍服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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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香港小童群益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工業安全健

康協會有限公司 

籌募各項營運及工友服

務經費 (包括講座、法律

諮詢、輔導服務等) 

                   

香港外國記者會 為保良局獎學基金及兒

童語言訓練課程籌款 
      

香港失明人協進

會 

為視障人士提供服務的

經常費用 
        

香港佛教聯合會 支持安老、青少年及幼兒

服務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有限公司 

為本地弱勢社群提供支

援 
                     

香港復康力量 籌募傷殘人士培訓經費                     

香港傷健協會 提供傷健人士及長者服

務 
                

香港愛護動物協

會 

提供動物福利 
        

香港遊樂場協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耆善老人慈善中

心有限公司 

提供各項長者服務及活

動的經費 
                    

脊髓肌肉萎縮症

慈善基金 

幫助患脊髓肌肉萎縮症

的兒童 
             

健康快車香港基

金 

為內地偏遠農村的貧困

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手

術治療 

                   

博愛醫院 籌募擴展社會服務經費                    

奧比斯 籌募救盲經費，以支援全

球對抗盲疾的前線工作 
           

溫馨老人互助之

家有限公司 

為長者舉辦不同類型興

趣班，康樂活動及改善老

人生活之服務 

                   

綠田園基金 籌募發展環境教育活動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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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學前弱能兒童家

長會 

支援弱能兒童家庭的服

務經費 
               

聯合國兒童基金

香港委員會 

在全球 155 個發展中國家

的推行褔利工作，幫助有

需要的兒童 

                      

職安培訓復生會

有限公司 

籌募推動工傷者復康工

作經費 
                     

關懷長者之家服

務中心有限公司 

為長者提供免費康樂活

動及支援服務 
                   

 
二○○八 
 

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 Limited  

(沒有中文譯名) 

幫助本港的外地勞工 

        

仁愛堂有限公司 為「樂助弱老」基金及弱

勢社群籌款 
               

仁濟醫院 為「仁濟醫院重建基金」

籌款 
                

兒童燃點生命協

會有限公司 

開辦免費培育課程及協

助綜援家庭的兒童 
                 

空氣監察有限公

司 

籌募環保活動經費 
               

保良局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保護遺棄動物協

會有限公司 

推動保護遺棄動物之福

利工作 
           

恆康互助社 在天水圍區推動自助互

助工作 
       

香港女童軍總會 籌募童軍服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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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香港小童群益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外國記者會 為保良局獎學基金及兒

童語言訓練課程籌款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有限公司 

為本地弱勢社群提供支

援 
          

香港婦女勞工協

會 

為婦女勞工提供諮詢服

務、社康活動、教育培訓

及推動婦女勞工權益 的

政策倡議工作 

        

香港傷健協會 提供傷健人士及長者服

務 
          

香港愛護動物協

會 

提供動物福利 
                 

街坊工友服務處

教育中心有限公

司 

發展助弱扶貧服務，包括

成立互助幼兒中心等       

奧比斯 籌募救盲經費，以支援全

球對抗盲疾的前線工作               

溫馨老人互助之

家有限公司 

為長者舉辦不同類型興

趣班，康樂活動及改善老

人生活之服務 

                  

聯合國兒童基金

會香港委員會 

聯合國兒童基金緊急救

援計劃 
      

獻愛長者慈善社

有限公司 

提供長者社康活動及支

付中心的經常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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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仁愛堂有限公司 為「樂助弱老」基金及「弱

勢社群資助計劃」籌款 
             

仁濟醫院 為「仁濟醫院重建基金」

籌款 
                

元朗大會堂管理

委員會有限公司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協康會 為有特殊需要兒童提供

支援 
           

社區文化發展中

心有限公司 

推廣社區文化之用 
        

空氣監察有限公

司 

籌募環保活動經費 
                 

保良局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保護遺棄動物協

會有限公司 

推動保護遺棄動物之福

利工作 
        

香港女童軍總會 籌募童軍服務經費              

香港小童群益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香港外國記者會 為保良局獎學基金及兒

童語言訓練課程籌款 
      

香港兒童權利委

員會 

推動本港兒童權利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有限公司 

為本地弱勢社群提供支

援 
       

香港傷健協會 提供傷健人士及長者服

務 
         

香港愛護動物協

會 

提供動物福利 
                 

香港遊樂場協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          

脊髓肌肉萎縮症

慈善基金 

幫助患脊髓肌肉萎縮症

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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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於街頭籌款的地區（以區議會的分區列出） 

港島 九龍 新界 申請團體名稱 

（不包括非慈善

獎券活動） 

籌款活動的目的 中

西

區

東

區

南

區

灣

仔

九

龍

城

觀

塘

深

水

埗

黃

大

仙

油

尖

旺

離

島 

葵

青 

北

區 

西

貢 

沙

田 

大

埔

荃

灣

屯

門

元

朗

博愛醫院 籌募擴展社會服務經費               

街坊工友服務處

教育中心有限公

司 

發展助弱扶貧服務，包括

成立互助幼兒中心等       

奧比斯 籌募救盲經費，以支援全

球對抗盲疾的前線工作 
            

溫馨老人互助之

家有限公司 

籌募中心經費是推廣會

務和舉辦不同服務和活

動，可以改善長者生活及

享有豐盛人生 

                

節日統籌協會有

限公司 

籌募舉辦族群融合課程

及文化研究經費 
                

葵青安全社區及

健康城市協會有

限公司 

籌募經費推動「家加關愛

在長青」及「荔景長者互

聯網」計劃 

       

樂助童心協會 推動協會宗旨服務，主要

為低收入家庭，新來港家

庭及單親家庭的兒童及

青少年提供各類學習，康

樂及支援服務 

                  

關懷長者之家服

務中心有限公司 

為長者提供免費康樂活

動及支援服務                   

獻愛長者慈善社

有限公司 

提供長者社康活動，援助

貧苦長者及支付中心的

經常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