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一六至一七年度賣旗日 

 

日期 地區 舉辦賣旗日機構 

二零一六年   

四月二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基本法推介聯席會議 

四月九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博愛醫院 

四月九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撒瑪利亞防止自殺會 

四月九日 (星期六) 新界區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四月十六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六) 港島區 MFMW Limited (沒有中文註冊名稱)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哮喘會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六) 新界區 自閉症人士福利促進會 

四月三十日 (星期六) 全港 突破有限公司 

五月七日 (星期六) 港島區 視博恩香港有限公司 

五月七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保護兒童會 

五月七日 (星期六) 新界區 仁愛堂有限公司 

五月十四日 (星期六) 全港 仁濟醫院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港島區 華苗薈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九龍區 APMM Company Limited (沒有中文註冊名稱)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新界區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六) 全港 基督教互愛中心 

六月四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基督教勵行會 

六月四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六月四日 (星期六) 新界區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六月十一日 (星期六) 全港 樂群社會服務處 

六月十八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協康會 

六月十八日 (星期六) 九龍區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六月十八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天水圍婦聯有限公司 

六月二十五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傷健協會 

七月二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七月二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 

七月二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匡智會 

七月九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青少年發展聯會有限公司 

七月十六日 (星期六) 港島區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有限公司 

基列社會服務中心 

七月十六日 (星期六) 九龍區 循道衛理觀塘社會服務處 

七月十六日 (星期六) 新界區 沙田婦女會有限公司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三) 港島區 鄰舍輔導會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三) 九龍區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三) 新界區 婦女基金會有限公司 

附件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六) 全港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Hong Kong) Trustees Incorporated 

(沒有中文註冊名稱)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全港 救狗之家 

七月三十日 (星期六) 港島區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七月三十日 (星期六) 九龍區 生命熱線有限公司 

七月三十日 (星期六) 新界區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 

八月三日 (星期三) 全港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八月六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康馨婦女會 

八月六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復康力量 

八月六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八月十日 (星期三) 港島區 香港中國婦女會 

八月十日 (星期三) 九龍區 護苗基金 

八月十日 (星期三) 新界區 元朗大會堂管理委員會有限公司 

八月十三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小童群益會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全港 香港聾人協進會 

八月二十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八月二十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心理衛生會 

八月二十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大埔浸信會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港島區 再生會有限公司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九龍區 天梯使團有限公司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新界區 恩光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六) 全港 協青社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全港 東華三院 

九月三日 (星期六) 全港 保良局 

九月十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肝壽基金 

九月十日 (星期六) 九龍區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九月十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培幼行動有限公司 

九月十七日 (星期六) 全港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失明人佛教會有限公司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航空青年團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圓玄學院 

十月八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兔唇裂顎協會 

十月八日 (星期六) 九龍區 港澳信義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十月八日 (星期六) 新界區 香港佛教聯合會 

十月十五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海正覺蓮社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寰宇希望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六) 新界區 香港婦聯有限公司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六) 全港 九龍樂善堂 



十一月五日 (星期六) 全港 新生精神康復會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六) 港島區 The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沒有中文註冊名稱)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婦女勞工協會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公益金 

十一月二十六日 (星期六) 港島區 愛心力量中原慈善基金洗腎中心有限公司 

十一月二十六日 (星期六) 九龍區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十一月二十六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循道衛理亞斯理社會服務處 

十二月三日 (星期六) 港島區 龍耳有限公司 

十二月三日 (星期六) 九龍區 觀塘民聯會 

十二月三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屯門婦聯有限公司 

十二月十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女童軍總會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宏施慈善基金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城市睦福團契有限公司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路德會社會服務處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全港 香港遊樂場協會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仔街坊福利會有限公司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六) 九龍區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有限公司 

   

二零一七年   

一月七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循道衛理中心 

一月七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腎臟基金會有限公司 

一月七日 (星期六) 新界區 親切 

一月十四日 (星期六) 全港 義務工作發展局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九龍區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新界區 離島婦聯有限公司 

二月四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長春社 

二月四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少年領袖團有限公司 

二月四日 (星期六) 新界區 鳳溪公立學校 

二月十一日 (星期六) 全港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二月十八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二月十八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二月十八日 (星期六) 新界區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神託會 

三月四日 (星期六) 港島區 香港失明人互聯會 



三月四日 (星期六) 九龍區 學友社 

三月四日 (星期六) 新界區 香港基督女少年軍 

三月十一日 (星期六) 全港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聯會 

三月十八日 (星期六) 港島區 國際四方福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三月十八日 (星期六) 九龍區 香港單親協會 

三月十八日 (星期六) 新界區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六) 全港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社會福利署 

二零一六年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