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App：9846 0422
傳真：2439 9137
電郵：
walkforheart@careheart.org.hk
網上登記：
careheart.org.hk/?p=22888
郵寄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
中環中心地下 3 室

步行籌款登記及贊助表格
A. 支持方式（請於合適選項中加上）
 1. 參加步行 （歡迎攜帶寵物參與）
 個人 （基本籌款額為每人$300）
 隊伍 （任何自組隊伍或家庭隊伍基本籌款額為每隊港幣$1,000，團體／企業隊伍
基本籌款額為每隊港幣$3,000）
 自組隊伍
 家庭隊伍
 團體／企業隊伍
（每隊必須包括最少一名 18 歲以上成員）
預計人數：_________（18 歲以上成員人數：_____

18 歲以下成員人數：_____）

 2. 捐款支持
我／我們未能參與是次步行，唯樂意捐款支持：
港幣$300 港幣$500
（詳見「捐款方法」）

港幣$1,000 其他：港幣$ _____________

B. 聯絡資料 （由「個人參加者」或「隊伍聯絡人」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關心您的心小組／團體／企業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心您的心」可能使用你的個人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地址及郵寄地址），以
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處理報名、收集意見、作活動推廣用途及與本會相關之項目事
宜。
 本人 不同意 上述有關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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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隊伍成員請各自使用一份贊助表格以便邀請贊助）
贊助人姓名
(請用正楷)

贊助金額
(港幣$)

需要 收據抬頭
收據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善款總額：






收據編號
（本會填寫）

0.00

若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贊助港幣 100 元或以上將獲發扣稅收據。
除特別註明，贊助人姓名將填寫在收據上。
正式收據將交由聯絡人代為分發。

參加者／聯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職員填寫)
處理收款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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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活動內容

「關心您的心」於 1995 年由一群心臟病患者

是次活動轉為「自選步行路線形式」
，參加者

及家屬創立，並已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本

不受地點及時間限制，以自選方式，以最少

會旨在發揮會友及家屬互助互勉精神，解開因

10,000 步數為步行健康目標，鼓勵大家積極運

病帶來的困惑和恐懼。攜手共進復康之路，邁

動，保持身心健康，同時為關心您的心籌募善

向豐盛人生。本會每年平均提供超過 1,300 次

款，身體力行讓更多心臟病病人得到適切的支

／項服務，服務人次超過 55,000 人次。

援及服務。

善款用途

活動流程



心臟復康活動



心臟病患者關懷服務



心臟健康推廣活動



心臟健康資訊製作

(一) 步行籌款登記及提交善款
(二) 成功報名後可獲得精美 T 恤
(三) 自選步行路線及日期，步行最少 10,000

捐款方法
將善款連同贊助表格一併交回本會，方法如

(四) 透過 WhatsApp 及電郵提交步行紀錄 (以
各類型智能手錶或手機應用程式記錄行走

下：


以現金親身遞交到本會；



以劃線支票（抬頭「關心您的心」）親身
或郵寄遞交至本會；



步 (需於一天內完成)

直接存入本會恒生銀行戶口：

步數)
(五) 核實完成所需步數後均可獲頒獎狀及紀念
品乙份

267-262335-669 或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652-386855-838，並將入數紙親身、傳真

建議步行路線

或郵寄遞交至本會；


以 PayMe 捐款，掃描以下二維碼進行捐

建議步行路線

路徑總長度

款，並把成功捐款之螢幕截圖 WhatsApp

觀塘海濱花園

1 公里

至本會；

九龍寨城公園及

1.8 公里

賈炳達道公園
鰂魚涌公園

1.3 公里

中西區海濱長廊

4.5 公里

白石角海濱長廊

2 公里

沙田公園



1.5 公里

屯門海濱長廊

2 公里

荃灣公園

2 公里

以轉數快捐款，FPS ID：167168806，並
把成功捐款之螢幕截圖 WhatsApp 至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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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

參加者須知

凡捐款港幣$300 元或以上，可獲贈精美 T 恤乙 

參加者需確保其個人健康是合適參與是次

件

步行籌款。如有任何問題，應先向醫生查
詢。

自組隊伍／家庭組別捐款達港幣$1,000 或以上
可獲贈精美設計 T 恤四件



請自行帶備飲品、食物、太陽帽、風褸、
雨具及所需藥物（如有需要）
。

團體／企業組別捐款達港幣$3,000 或以上可獲
贈精美設計 T 恤十件



步行者需照顧其個人安全，建議十八歲以
下人士須由成年人陪同。

獎項


參加者需小心保管私人財物及保持環境清
潔，勿沿途留下垃圾。

個人最高籌款獎（金、銀、銅共 3 名）
個人組別中總籌款金額最高的參加者可獲「個
人最高籌款獎」



注意天氣情況，選擇合適的路線、步行日
期及時間。

隊制最高籌款獎（金、銀、銅共 3 名）
隊伍組別中總籌款金額最高的三個隊伍可獲



參加者需遵循活動時政府頒佈之限聚令，
避免過多人群聚集。本會將根據限聚令規

「隊制最高籌款獎 」

定隨時作出調整。
最踴躍參與隊伍（金、銀、銅共 3 名）
隊伍組別中參加者總人數最高的三個隊伍可獲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在任何時間更改條款及
細則及一切有關是次活動之細則，恕不另

「最踴躍參與隊伍」

行通知。
最佳家庭隊伍獎（金、銀、銅共 3 名）
於活動其間將家庭參賽照片發送至本會，經本



主辦機構若認為參加者沒有遵照或違反細

會評審團挑選三隊成為「最佳家庭隊伍獎」得

則的規定，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參加者的資

主

格。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最佳毛孩隊伍獎（金、銀、銅共 3 名）
於活動其間將與毛孩參賽合照發送至本會，經
本會評審團挑選三隊成為「最佳毛孩隊伍獎」
得主
最具節日氣氛獎（金、銀、銅共 3 名）
於活動其間將具聖誕節氣氛的參賽照片發送至
本會，經本會評審團挑選三隊成為「最具節日
氣氛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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