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九至二○年度賣旗日 

日期 地區 舉辦賣旗日機構 

二零一九年 

四月六日 (星期六) 香港區 救狗之家 

四月六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四月六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全港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香港區 循道衞理中心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九龍區 生命工場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全港 法住機構 

五月四日 (星期六) 香港區 護苗基金 

五月四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晨曦會有限公司 

五月四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有限公司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全港 仁濟醫院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九龍區 工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新界區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紅十字會 

六月一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長春社 

六月一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升旗隊總會有限公司 

六月一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有限公司 

六月八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新界區 身心美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學生輔助會有限公司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香港區 生命熱線有限公司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九龍區 光愛中心有限公司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大埔浸信會 

七月六日 (星期六) 全港 九龍樂善堂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航空青年團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九龍區 觀塘民聯會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 

七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全港 兒童脊科基金有限公司 

七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全港 基督教互愛中心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香港區 城市睦福團契有限公司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九龍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新界區 圓玄學院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香港區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九龍區 綠領行動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新界區 西貢將軍澳婦女會有限公司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全港 香港基督少年軍 

八月三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八月七日 (星期三) 香港區 泰山公德會有限公司 

八月七日 (星期三) 九龍區 職工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八月七日 (星期三) 新界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八月十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八月十日 (星期六) 九龍區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八月十日 (星期六) 新界區 荃灣葵青區婦女會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全港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八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全港 Mother's Choice Limited 

(沒有中文註冊名稱)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香港區 獻愛長者慈善社有限公司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九龍區 香港復康力量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新界區 博愛醫院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有限公司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屯門婦聯有限公司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全港 保良局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全港 東華三院 

九月七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九月七日 (星期六) 九龍區 利民會 

九月七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九月十四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香港區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鄰舍輔導會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新界區 仁愛堂有限公司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全港 亞洲動物基金會有限公司 

十月五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有限公司 

十月五日 (星期六) 九龍區 再生會有限公司 

十月五日 (星期六) 新界區 沙田婦女會有限公司 

十月十二日 (星期六) 全港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單親協會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香港路德會有限公司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香港區 The Royal British Legion (Hong Kong & China 

Branch) 

(沒有中文註冊名稱)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公益金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失明人佛教會有限公司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九龍區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新界區 竹園區神召會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有限公司 

十二月七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香港區 安徒生會有限公司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九龍區 自強協會有限公司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天水圍婦聯有限公司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神託會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有限公司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新界區 旺角街坊會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   

一月四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風雨蘭 

一月四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少年領袖團有限公司 

一月四日 (星期六) 新界區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傷健協會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城北扶輪社社會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新界區 神召會恩光堂有限公司 

二月一日 (星期六) 香港區 聖巴拿巴會之家 

二月一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二月一日 (星期六) 新界區 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 

二月八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家庭福利會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關愛動員(國際)有限公司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九龍區 香港交通安全會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鳳溪公立學校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全港 香港青年協會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南區婦女會有限公司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九龍區 港澳信義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有限公司 



三月七日 (星期六) 全港 義務工作發展局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九龍區 學友社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新界區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全港 救世軍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香港區 香港中國婦女會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九龍區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新界區 香港復康會 

 

社會福利署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