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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早上往⼼光安⽼院出

席 義 ⼯ 嘉 許 禮 ， 由 於 疫 情 關

係，眾義⼯及職員做⾜防禦措

施，先填上健康申報表並保持

1.5⽶距離，在儀式進⾏中，分

享歷年來服務⼼光安⽼院長者

義⼯⼼得。已經服務⼼光安⽼

院超過10年︔恆常定期探訪並

與長者出外茶聚，每位婆婆都

有她們背後故事，亦有其⾟酸往事，⽼吾⽼以及⼈之⽼，⼈間世道

是滄桑，難得⼤家結緣在⼼光安⽼院，已經建⽴起⼀份長久友誼，
充份體驗她們的⼣陽⼼態，有部份長者已經離開⼈世，縱有千般不

捨，亦會惦記著當年開⼼往事，亦算是⼈間相遇⼀場。 

     −2021年1⽉31⽇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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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學子，培育棟樑」 
錦華精舍 45 週年粵劇慈善籌款之夜 

日期：2021 年 4月 16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7時 30分 

地點：北角新光戲院  

敬啟者： 

錦華精舍成立於1976年，秉承「澤心善行，關愛社群」的宗旨，於過去45年，錦華精

舍致力舉辦慈善活動，鼓勵擁有積極人生態度的青年學子努力求學，無私互助。錦華精舍

不單敬老扶弱，分享愛心與關懷，協助弱勢社群融入社會，予以扶持及達到利人利己的目

標。 

錦華精舍一直致力推動文化與教育，粵劇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瑰寶，更被列為世界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錦華精舍將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晚上舉辦首個粵劇慈善籌款活動 -

「援助學子，培育棟樑 - 錦華精舍 45 週年粵劇慈善籌款之夜」，呈獻家傳户曉經典劇目

瑰寶《帝女花》，由陳培甡、汪明荃、鄧有銀、陳鴻進、呂洪廣、黃成彬等聯合演出，弘

揚中國傳統粵劇藝術文化。 

藉著「錦華精舍45週年粵劇慈善籌款之夜」特別為「紹根長老慈善基金學生獎勵計劃 」

籌款，協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童獲得更多學習機會，是次活動籌募目標期望突破港幣 100 萬

元，集腋成裘，透過獎勵計劃讓更多學子受惠。 

欣逢今年是錦華精舍創立 45 週年，將製作一本誌慶紀念特刊，特刊贊助之善款同時受

惠予「紹根長老慈善基金學生獎勵計劃 」，現誠邀各界好友撰寫賀詞共襄善舉，分享喜悅。 

殷殷雅意，衷心銘感。如蒙賜贈，請於 2021 年 3月 26 日前填妥下列覆函及贊助回條。

倘有查詢，歡迎致電 9577 9899 聯絡林小姐。 

    錦華精舍主席 

李演政 敬約 

2021 年 3 月 1日 

 



 

 

 



 

 

 

提供電子版贊助回條方便手機上載回覆. 

掃描二維碼 (https://bit.ly/2McNRdj) 以電子方式回覆。   

                  

                                                                 贊助回條 

慈善捐款   詳情 

本人樂意贊助「錦華精舍 45 週年粵劇慈善籌款之夜」 

請選擇 þ  捐款金額 禮品回饋 《帝女花》4 月 16 日演出門票 

� 星鑽捐款人 HK$50,000 獲贈貴賓席門票 10 張 

� 金鑽捐款人 HK$10,000 獲贈貴賓席門票 2張 

� 銀鑽捐款人 HK$5,000 獲贈門票 6張 

� 銅鑽捐款人 HK$1,000 獲贈門票 2張 

 

� 自由捐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隨緣樂助) 

 

慈善特刊贊助      詳情 

本人樂意贊助是次活動，請選擇 

þ 慈善特刊 捐款金額 

� 翡翠慈善贊助 - 於紀念特刊封底內頁全頁刊登機構商標及其產品介紹 HK$20,000 

� 鑽石慈善贊助 - 於紀念特刊全頁刊登機構商標及其產品介紹 HK$10,000 

� 鉑金慈善贊助 - 於紀念特刊半頁刊登機構商標及其產品介紹 HK$8,000 

� 金贊助 - 於紀念特刊全頁刊登機構名稱/善長芳名及指定祝賀詞 ** HK$5,000 

� 銀贊助 - 於紀念特刊半頁刊登機構名稱/善長芳名及指定祝賀詞 ** HK$3,000 

 

� 自由贊助捐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隨緣樂助) 

 

 

電子版贊助回條 

 



 

 

 

**祝賀詞句: 選擇 

� 樹人宏道 敷教育苗 � 春風化雨 教育之光 � 興學弘道 培德育賢  

� 諄諄教誨 循循善誘 � 青賢協志 展才立範 � 凝聚青年 貢獻社會 

� 慈善為懷 關心群眾 � 樂施德惠 善澤四方 � 澤心善行 關愛社群 

 

下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善長資料 

善長芳名：  電話：  

收據抬頭(如適用)：  電郵：  

收據郵寄地址(如適用)：  

填寫日期 ：    

 

是次活動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僅用作本活動籌款之用，所有資料將保密。 

 

備註： 

1. 請於 2021 年 3月 26 日前填妥覆函及贊助回條。 
2. 捐款/贊助存入銀行 

香港匯豐銀行賬戶 
賬戶號碼：154-036008-002 
賬戶名稱（中文）：錦華精舍有限公司 

3. 查詢：林小姐 (電話：9577 9899 / 傳真：3996 8468/ 電郵：info@kwcs.org.hk) 
4. 捐款金額達HK$100 或以上，可憑捐款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5. 如因疫情導致場地關閉而取消是次籌款活動，將不設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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