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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短訊 

 在禁毒基金的支持下，本會於 2010 年展開了

「父母子女齊參與，共創健康無毒社區」
禁毒教育計劃，為全港小學生及家長提供多元化的

禁毒及健康教育服務，今期將介紹計劃內容。 

 

 另外，在保安局禁毒處及教育局委託下，我們

將為新界西及九龍區學校教師提供「禁毒教育 

到校教師培訓課程」，為教師提供禁毒教育訓

練，鼓勵教師在學校內推行禁毒教育。 

 

 各位如欲進一步認識本會的服務，又或對禁毒

及健康教育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521 2880 聯絡

我們，亦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cdac.org.hk。 

機構主管 黃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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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小服務 

（一至三年級） 
1. 藥物小偵探 2. 健康生活，拒絕吸煙 3. 「朋輩影響」：好與壞？ 

B.  高小服務 

（四至六年級） 

1. 媒體影響與吸毒 2. 朋輩影響與吸毒 3. 情緒管理與吸毒 

4. 無煙新一代         5. 無毒成長路 (活動以小六學生為對象，教導學生  

                        如何面對升中後新環境的成長挑戰) 

C.  中學及 

  青少年服務 

1. 吸毒=潮流？ 2. 拒絕吸煙 3. 自我形象與吸毒 

4. 媒體影響與吸毒 5. 朋「誘」吸毒？  

6. 健康大使訓練（本服務須收費港幣$500） 

D. 高危青少年 

      服務 

1. 禁毒教育活動 2. 「毒品與性」教育活動  

3. 運動及體能鍛鍊 4. 展外服務（包括日展及夜展）  

E. 家長教育 

1. 認識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  2. 如何在家中推行禁毒教育 

3. 有效的管教及溝通技巧      4. 親子健康教育活動 

*所有家長活動可選擇以講座或小組形式進行 

 

 

F. 教師培訓 

(新界西及九龍區) 

1. 為班主任 / 科任教師提供到校的禁毒培訓課程，約 2.5 小時 

*教育局及禁毒處資助，費用全免 

 

G. 其他活動 1. 展板及海報借用     2. 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以下為本會部分服務，如欲進一步認識本會健康教育服務，歡迎瀏覽本會的網頁

www.cdac.org.hk 或致電 2521 2880 聯絡我們；亦可填寫刊於頁 11 的「健康教育活動申請表」並

傳真至本會 2525 1317，我們的同工會儘快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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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禁毒基金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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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 

藥物小偵探 

主題二 

健康生活，拒絕吸煙 

主題三 

「朋輩影響」：好與壞？ 

 藥物定義 

 正確用藥 

 毒品禍害 

 健康生活 拒絕吸毒 

 煙草成份及禍害 

 吸煙原因 

 拒絕吸煙 

 健康生活 

 朋友定義 

 朋友影響 

 拒絕技巧 

 健康生活 

主題一、認識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 主題二、如何在家中推行禁毒教育 

 青少年吸毒問題及趨勢 

 毒品禍害 

 辨識及介入方法 

 推行禁毒教育經驗分享 

 家長扮演的角色 

 在家推行禁毒及健康教育的方法 

主題三、有效的管教及溝通技巧 主題四、親子健康教育活動 

 兒童及青少年心態與成長特徵 

 不同的管教模式 

 有效的溝通技巧 

 健康教育遊戲 

 親子溝通技巧 

 親子關係增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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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女齊參與，共創健康無毒社區」禁毒教育計劃 

本計劃由禁毒基金贊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子女齊參與，共創健康無毒社區」禁毒教育計劃由禁毒基金贊助，為全港小一至

小三學生及家長提供一系列禁毒及健康教育活動。活動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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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教育服務（小一至小三）主題： 

家長教育服務主題： 

 

a. 本會同工向初小學生講解正確藥物知識。 

b. 透過多媒體介紹正確用藥的訊息。 

 

b.  

a.  學生活動（教師回應） 

 講員能深入淺出介紹用藥知識，能控制場

面，吸引聽眾，講解技巧合乎初小學生！ 

 講員帶給同學清晰的資訊，遊戲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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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教育工作紙－齊來找藥物 

一. 目的 

 讓學生認識藥物的定義 

 鼓勵學生自小建立正確的用藥態度 

 

二. 對象 

 初小學生 

 

三. 教學重點 

 教師可以工作紙作為熱身活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生普遍認為藥物是指有「醫療用途的物質」，教師可透過此活動讓學生明白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的定義，部分沒有醫療用途的物質（如煙草、酒精）也是藥物。 

 教師可引導學生明白「合法藥物」和「非法藥物」的分別，並帶出合法藥物不一定安全的訊息。 

 教師講解與合法藥物（如咳藥水）有關的資訊時，可提醒學生正確用藥的重要性。 

 

四、答案 

西 瓜 月 咳 日 衣 喉 兒 

子 田 心 藥 膏 火 方 糖 

菜 天 拿 水 果 咖 啡 因 

食 若 物 手 胃 生 命 煙 

福 小 卡 藥 片 酒 辛 身 

紙 書 止 名 占 中 咳 金 

花 痛 士 多 啤 梨 丸 傘 

藥 山 芝 門 蕉 卜 影 樂 
 

五、參考資料 

 教師可在本會網頁 www.cdac.org.hk 找到更多與藥物有關的資訊及教學活動。 

 本會為不同年級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禁毒及健康教育服務，活動形式包括班際或級際講座，如

有需要歡迎聯絡本會同工。 

六、跟進活動 

 教師可在本會網頁 www.cdac.org.hk/chi_education4.htm 下載「藥物標籤你要知」，進一步與學生

討論正確用藥的重要性。 

http://www.cdac.org.hk/


   

 

請以橫、直、斜的方式，在下列方格中圈出十種

藥物的名稱： 
 

小提示： 

1.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定義，會改變人的思想、情緒、行為的物質

都是藥物。 

2. 藥物的例子：藥水和藥丸等。 

3. 注意：食物、水和空氣不是藥物。 

 

 

西 瓜 月 咳 日 衣 喉 兒 

子 田 心 藥 膏 火 方 糖 

菜 天 拿 水 果 咖 啡 因 

食 若 物 手 胃 生 命 煙 

福 小 卡 藥 片 酒 辛 身 

紙 書 止 名 占 中 咳 金 

花 痛 士 多 啤 梨 丸 傘 

藥 山 芝 門 蕉 卜 影 樂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製作 

 本會為香港公益金資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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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教育  到校教師培訓課程」 

 
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日趨複雜，為了提高教師對最新吸毒趨勢及禁毒教育的認識，本會受保

安局禁毒處及教育局委託，於 2010 至 2011 學年免費為新界西區（包括葵青、荃灣、屯門、元

朗及天水圍）及九龍區（包括九龍城、觀塘、黃大仙、深水埗及油尖旺）中小學提供「禁毒教

育 到校教師培訓課程」（目標對象為班主任/科任教師）。課程內容包括： 

 

1. 青少年吸毒的趨勢（包括新興毒品的資料） 2. 吸毒的原因及禍害 

3. 在學校推行健康及禁毒教育的形式   4. 辨識及處理有吸毒問題學生的方法 

 

全部課程由資深禁毒教育工作者任教；完全免費；課時約 2.5 小時，可按學校個別需要而設

計活動內容。如對課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521 2880 聯絡本會社工黃寶文先生。常務委員會

禁毒教育及宣傳小組委員會委員。李姑娘於香港及澳洲接受社工、 

《禁毒教育 教師手冊》 

在提供培訓課程外，本會同時出版《禁毒教育 教師手冊》，介紹最新的吸毒趨勢、正確的

毒品知識、基本的辨識原則及相關的社區資源，作為教師的參考。如欲索取本小冊子，歡迎致

電本會電話2521 2880向楊栢寧先生查詢，或可於本會網頁www.cdac.org.hk下載。 

p.5 

a.《禁毒教育 教師手冊》封面 

b.《禁毒教育 教師手冊》內頁，介紹有關的基本辨識原則 

 

 

a. 

b. 

http://www.cd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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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參與培訓教師的回應 

 

 導師講解清晰！ 

 課程能使我認識到如何處理學生吸食毒

品的情況。 

 社工能夠舉出實例，提示在突發事件時教

師的角色。 

 參與課程後，我對毒品的認識加深，能有

效幫助學生！ 

 課程能協助我辨識高危學生。 

 培訓能協助我認識時下青年吸毒的態度

及想法。 

 講者生動有趣，令人樂於聆聽講解；社工

的分享非常精彩！ 

 講者很生動，深入介紹相關的社區資源！ 

 

a. 教師積極參與培訓課程 

b. 本會同工向參加教師介

紹正確的毒品資訊 

c. 教師參與小組討論 

d. 教師透過活動了解香港

青少年吸毒趨勢 

 b 

 c 

 d 

      教師培訓活動留影及教師回應 

 a 

至今本會已經為區內近百間中、小

學安排「禁毒教育 到校教師培訓

課程」。以下為部分活動留影及參

與教師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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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榜樣 一份禮物 
 

受訪者：W（姐）及 K（妹） 

訪問：文（本會社工  黃寶文） 

  

眼前的W及K，是一對年約廿多歲的姊妹。這兩個女孩子，舉止溫文、言談有禮，實在很難叫人

想像到，年輕的兩姊妹曾經一起吸毒。為了讓更多人明白吸毒青少年的心態，她們接受了本會的

訪問，述說她們兩人的成長故事，希望令大家思考如何關心及協助身邊的青少年。（為保障受訪

者私隱，部分內容略經修改） 

文：妳們在什麼情況下開始吸食毒品？ 

 

妹：先說說我自己吧！我大概在十六歲時

第一次嘗試毒品，那時我在髮型屋工作，

有時也會與同事一起到Disco跳舞，其間有

人給了我半粒「Fing頭丸」，當時我心想：

不過是一粒藥丸，又不是白粉，應該不會

有問題（註一），於是便嘗試了第一次。

從此我便展開了每次落Disco也「Take嘢」

（註二）的生活。 

 

文：妳有沒有把食「Fing頭丸」的事告訴家

姐？ 

 

妹：有，因為我和家姐的關係一直很好，

自父母離異後我們便相依為命，因此我有

什麼事也不會瞞她的。有一次大家傾談

時，我不自覺便把自己食「Fing頭丸」的經

歷告訴了家姐。 

 

文：W，妳作為家姐，知道細妹吸毒後有

什麼反應？ 

 

姐：老實說，因為當時學校也沒有提供充

足的禁毒教育，我對青少年吸毒問題更完 

全沒認識，我和細妹一樣，只覺得白粉才

是毒品，對其他物質也沒有什麼認識，更

遑論「Fing頭丸」對身體的影響，只覺得應

該是青少年用來消遣的藥物，對身體沒有

大影響吧！因此也只是「哦」了一聲，也

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只著她小心身體。 

 

後來，我在朋友邀請下，也嘗試了「Fing

頭丸」。有時更會與細妹一起到 Disco，一

起「High 嘢」（註三）。當時的我，只抱著

「我只有一個妹，有得玩當然同細妹一齊

玩」的心態，完全沒有想過毒品會為我們

兩姊妹帶來什麼影響。 

 

文：吸毒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深刻的經驗？ 

 

姐：我和細妹曾經見過有朋友吸食毒品後

出現幻覺，誤以為窗戶為大門，嘗試行出

窗外，要我們兩姐妹合力才能制止她。後

來，這個朋友更因毒品問題要長期留院治

理；我們更見過有朋友混合毒品與酒精同

用，結果不能自制失控地狂嘔；甚至有女

性朋友在毒品影響下向陌生男子投懷送

抱，被人多番輕薄。我和細妹當然不想有

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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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除了見到朋友的遭遇外，其實我和

家姐也曾有一些恐怖的經驗。記得當時

我和家姐在家中一起「Bop冰」（註三），

「Bop」完後不但沒有High的感覺，不知

怎的滿腦子都是驚惶的感覺，我望一望

家姐，只見她神情呆滯，面容發青，完

全是與我一樣的慌然失措，我們只懂得

拖著手一起害怕，不知過了多久，那種

莫名的恐懼才逐漸退去。那一刻，大家

也知道這次沒事只是好彩，我們也知

道，真的要停止吸食毒品了。 

 

文：是否自此妳們就不再吸毒？ 

 

姐：當然不是，因為一旦嘗試毒品，很

難說停就停，特別是我們習慣了一落

Disco 便要「Take 嘢」。在 Disco 中見到

有朋友「Take 嘢」，自己往往很難控制，

不知不覺又再次陷入毒品的綑綁中。 

 

直到數年前，我決定重返校園，才出現

了新的轉機。由於自己輟學已久，再加

上毒品影響記憶力，一旦重新讀書，便

要用很多的時間來拾回書本上的知識。

在老師循循善誘下，我更開始發掘到學

習的樂趣，用更多時間心機來學習，在

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時間落Disco 

玩，吸毒的情況也減少了。再加上老師

向我說明毒品的害處，我更決心停止吸

毒。 

 

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我的一言一行也會

影響細妹的生活。就是因為我少了落

Disco和「High嘢」，細妹也就和我一樣，

毒品分量越食越少，後來更一吸嗦K仔

便嘔！ 

 

作為家姐，我當然關心細妹的健康，我

也希望她可以有健康的身體，我相信細

妹對我也是一樣！於是我和她互相鼓

勵、支持，期望大家也可擺脫只懂得落

Disco「High嘢」、漫無目的的生活。 

 

文：感謝妳們的分享，知道你們已經停

止吸毒，兩位也重返校園。現在妳們的

生活是怎樣的？ 

 

妹：現在的生活可比過去規律得多，我

每天也要六時多起身準備上學，更需要

用心溫習和準備功課。當然，學習以

外，年輕人如我也是愛玩的，但現在我

知道要開心不一定要毒品，這個世界有

很多東西比毒品更好玩，但不會如毒品

般傷害身體。 

 

姐：我們兩姐妹現在也有自己的目標，

不會只懂落 Disco、「High 嘢」。反而見

到身邊有些青少年，他們只會吃喝玩

樂，有什麼問題都說什麼壓力大、什麼

父母不關心，對於別人的教導全聽不入

耳，別人就是想幫他們也難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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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Fing頭丸」正式名稱為「亞甲二氧基甲基安

非他明」，在香港沒有任何醫療作用，濫用可引致脫水、

筋疲力竭、肌肉衰弱、身體過熱、抽搐、崩潰，更有機

會引致死亡，絕對不是「不會有問題」！ 

（註二）「Take嘢」指吸食毒品。 

（註三）「High嘢」指吸食毒品。 

（註四）「Bop冰」指吸食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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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果父母想協助子女健康成長，遠離

毒品，妳們有什麼建議？ 

 

妹：其實很多習慣都是自小培養，如果父

母想子女健康成長，最好由子女年紀小便

開始入手。鼓勵子女發展正面興趣，如玩

音樂、彈結他也是好選擇，一個健康的興

趣，可以是給子女一生受用的禮物。 

 

此外，父母更可以嘗試放下身段，不要自

覺高高在上，只一味的責罵教訓，有時我

聽見一些家長在街上對子女作嚴厲批評，

也會為子女感到難堪。家長可嘗試從青少

年角度出發，認識流行玩意，甚至與子女

一起玩，參與他們的社交圈子，這全都有

助父母子女溝通，如果關係良好的話，子

女有什麼困難也願意與父母討論。 

 

姐：當然父母亦要做好榜樣，千萬不要吸

毒。我們認識有朋友即使已育有子女，但

仍繼續吸食毒品，這對子女成長絕對會產

生很壞的影響。另外，作為年輕人，我希

望父母不要隨便評論子女的朋友，這會對 

 

 

 

為鼓勵家長與子女作有效溝通，本會為家長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內容包括管教模式、溝通技巧及認識青少年

吸毒問題等。活動由禁毒基金贊助，費用全免，歡迎各位致電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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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有很大的影響，即使懷疑子女

的朋友有吸毒問題，也必須先查察清

楚，如有需要可尋求社工的意見，切勿

胡亂指責。當然，如果父母發現自己的

子女有吸毒問題，盡快尋求協助也是十

分重要。說實在，我們兩人能夠重過健

康生活，其實十分幸運，我們認識有朋

友因吸毒引致身體出現問題，被醫生診

斷後發現整個膀胱也潰爛了！我知道，

毒品對人的傷害，可以是永不能彌補的。 

 

 

思考問題 

 

試想像若文中主角是你的家人： 

1. 當你察覺到她們有吸毒的徴兆，會有甚

麼感受？ 

2. 冷靜下來之後，你會如何處理家人吸毒

的問題？ 

3. 作為戒毒者的家人，你能如何幫助他

們，減低他們重吸的機會？ 

4. 你是否贊成文中主角所說「如果父母想

子女健康成長，最好由子女年紀小便開

始入手」？為甚麼？ 

5. 我們可用甚麼方法幫助家人建立健康生

活，遠離毒品？ 



本會成立 25 週年紀念活動 

    於過去 25 年，本會致力推動禁毒與健康教育工作，為學生、家長、老師、高危青少年及不

同專業人士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為紀念本會成立 25 週年，我們會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以

回顧往昔點滴，同時展望本會服務未來進一步的發展。以下為部分即將展開的活動： 

 

1. 《禁毒教育經驗彙編 暨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成立廿五週年特刊》  

  《禁毒教育經驗彙編 暨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成立廿五週年特刊》(下簡稱「特刊」)的籌備工

作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本會同工先後訪問了本會其中一位創辦人——錢明年博士，亦邀得曾與

本會合作的老師、社工和義工撰文，分享與本會合作的經驗及推行禁毒與健康教育的心得。特刊

預計將於 2011 年年初出版，歡迎學校與機構索取。有關詳情可留意本會網頁 www.cdac.org.hk

公佈。 

 

2. 「施愛同心抗毒行」25 週年步行籌款活動 

    於 2011 年 2 月 20 日，本會將舉行「施愛同心抗毒行」25 週年步行籌款活動。此活動除了

慶祝本會成立 25 年外，更會為本會進一步發展禁毒教育服務籌募經費，以回應社區需求。有關

活動的詳情將於本會網頁公佈。有興趣參與是次活動的人士與機構，歡迎致電 2521 2880 向李伊

琳小姐查詢。 

 

 

 

 

 

 

 

會議員湯家驊辦事處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派出義工協助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派出青年跳舞隊「Eleven」及「Anti Drug」表演 Break Dance，本會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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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本會創辦人錢明年博士為特刊提字 

b.   錢明年博士與本會同工合照 

c.及 d.「施愛同心抗毒行」25 週年步行籌款活動 

 及宣傳單張，可於本會網頁 www.cdac.org.hk   

 下載 

http://www.cdac.org.hk/
http://www.cdac.org.hk/
http://www.cdac.org.hk/


 

 

 

 

 

                      健康教育活動申請表 

1. 學校 /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負責同工：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5.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 

 

6. 活動主題：（形式包括講座、工作坊、小組等，視乎需要而定） 

 

 

 

 

 

 

 

 

 

 

 

 

 

 

 

 

 

活動主題、對象、人數、日期及時間：（請按優先次序提供三個日期及時間） 

8. 負責同工簽署：    9. 學校 / 機構蓋印 ：         10.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申請表傳真至 2525 1317 或郵寄至香港波老道十二號地下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本會同工會儘快回覆

閣下。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521 2880 聯絡楊栢寧先生或李伊琳小姐。 

 

  活動主題 
對象及人數 

（如為學生，可選擇級制及班制活動） 
日期 時間 

    

    

    

社社區區藥藥物物教教育育輔輔導導會會                        

CCoommmmuunniittyy  DDrruugg  AAddvviissoorryy  CCoouunncciill    

地址：香港中環半山波老道 12 號地下 

電話：2521 2880  傳真：2525 1317 

網址：www.cdac.org.hk 電郵：cdac@netvigator.com 

A. 初小服務 

（一至三年級） 
1. 藥物小偵探 2. 健康生活，拒絕吸煙 3. 「朋輩影響」：好與壞？ 

B.  高小服務 

（四至六年級） 

1. 媒體影響與吸毒 2. 朋輩影響與吸毒 3. 情緒管理與吸毒 

4. 無煙新一代         5. 無毒成長路 (活動以小六學生為對象，教導學生  

                        如何面對升中後新環境的成長挑戰) 

C.  中學及 

  青少年服務 

1. 吸毒=潮流？ 2. 拒絕吸煙 3. 自我形象與吸毒 

4. 媒體影響與吸毒 5. 朋「誘」吸毒？  

6. 健康大使訓練（本服務須收費港幣$500） 

D. 高危青少年 

      服務 

1. 禁毒教育活動 2. 「毒品與性」教育活動  

3. 運動及體能鍛鍊 4. 展外服務（包括日展及夜展）  

E. 家長教育 

1. 認識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  2. 如何在家中推行禁毒教育 

3. 有效的管教及溝通技巧      4. 親子健康教育活動 

*所有家長活動可選擇以講座或小組形式進行 

 

 

F. 教師培訓 

（新界西及九龍） 

1. 為班主任 / 科任教師提供到校的禁毒培訓課程，約 2.5 小時 

*教育局及禁毒處資助，費用全免 

 

G. 其他活動 1. 展板及海報借用     2. 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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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金資助機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為  社會服務聯會成員 

       惠施網表列慈善機構 

 

 

       
     現金捐款 

 
你可運用以下編碼，透過全港                   

以現金捐款予本會 (捐款額為港幣一

百元至五千元)。櫃位職員於完成交易

後會發出交易紀錄給捐款者。請保留交

易紀錄，然後郵寄至「香港中環半山波

老道 12 號地下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或傳真至 2525 1317 以便索取正式收

據，由於本會為註冊慈善團體，正式捐

款收據可申請免稅。 

聯絡方法 

 

地址：香港中環半山波老道 12 號地下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電話：2521 2880  傳真：2525 1317 

電郵：cdac@netvigator.com 

網址：http://www.cdac.org.hk  

捐款或成為本會義工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是一個註冊慈善團體，營運全賴公益金、社會人士及不同基金的贊助，因此

我們亟需您的支持。如您願意捐款或成為我們的義工，請填妥以下表格並傳真至本會（傳真號碼： 

2525 1317）或郵寄給我們（請註明「香港中環半山波老道 12 號地下──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收」），我們會儘快回覆，多謝。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於1985年成立，是一個致力推

動藥物教育及健康教育的志願機構，本會成立初期有賴

一群熱心關注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的家長及專業人士

的支持；經過廿多年的不斷努力開拓及經驗累積，社區

藥物教育輔導會現已發展成一個專業的社會服務機

構，為社區提供適切的服務。 

 

出  版：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贊  助：禁毒基金  編  輯：黃寶文 李 蝶 李伊琳  

印 刷 量：3,000 份    出版日期：2011 年 1 月    美    術：楊栢寧 

 

版權所有，歡迎轉載，惟必須註明出處。 

 

本刊物可於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網頁 www.cdac.org.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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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及義工登記表格 

 

請在適當位置加入。 

 

□ 本人 / 團體願意成為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的義工。 

□ 本人 / 團體願意資助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之營運經費。 

姓名(個人/團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為團體，請註明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助金額：  

□HK $100 □HK $300  □HK $500  □HK $1,000 

□其他金額 HK $_______  

（$100 以上之捐款可憑正式收據申請免稅） 

 

http://www.cd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