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票領取方法

捐款方法

冠名贊助： 出品：

有
限
公
司

2018.7.12（星期四）7:00pm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捐款及查詢：香港防癌會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頁：www.hkacs.org.hk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6月29日(星期五)前寄回香港防癌會(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或
傳真(只適用於信用卡或網上捐款)至3921 3822。門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善長資料
善長芳名/公司：

聯絡人：      職銜：                                           

電話：      電郵：                                        

地址：                                                            

收據抬頭：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捐款查詢
電話：3921 3821/3921 3829 (楊小姐)     電郵：pr@hkacs.org.hk
網站：www.hkacs.org.hk  
備註：

1. 此表格上的資料除作香港防癌會與閣下通訊外，不會再作其他用途。

           本人不願意收取香港防癌會最新消息及通訊。

2. 如將右方簡便回條剪下，貼在空白信封上，則無須貼上郵票。

香港防癌會
簡便回郵
16 ABD

香港郵政本地速遞：費用由善長承擔HK$32

香港郵政本地平郵 (免費)

#香港防癌會辦事處
 日期： 2018年6月4日至7月11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星期六：9:00am - 1:00pm & 2:00pm - 5:00pm

 地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綜合大樓7樓

#活動當日於接待處領取
 日期：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時間： 6:30pm – 7:15pm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香港演藝學院 - 歌劇院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如與上述芳名不同)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網站：www.hkacs.org.hk，可經右圖QR code連接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月) (年)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受惠機構：



由小馬工作室@出色堂主辦的大型舞台劇《偶然‧徐志摩》載譽重演。香港防癌會衷

心感謝此劇的靈魂人物兼編、導、演、監的馬浚偉先生定7月12日場次為香港防癌會慈

善專場，特別感謝隨緣樂助慈善基金冠名贊助是次活動，一同攜手幫助有需要的癌症

病人及其家人。

香港防癌會於1963年成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利抗癌機構，一直致力推動各

項抗癌工作，竭力為香港市民提供相關的多元化服務。今年是防癌會55周年誌慶，

我們將有一系列活動紀念這個重要的里程碑，而《偶然‧徐志摩》香港防癌會慈善

專場正是其中一項重點籌款活動。活動所籌得的善款會用於各項慈善服務，包括藥

物資助計劃、慈善愛心病床、癌症教育等，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共

同走過抗癌路。

日期：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時間： 7:00pm

地點：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

演員： 馬浚偉　胡定欣　姜大衞(特邀演出)   馮素波　李龍基　黃澤鋒　林敬剛

 趙鳳儀　黃嘉威　馮兆珊　黃釗鑫 吳文珊　黃靜賢　鄧捷銳　李子揚　

 潘嘉駿　羅海憫　蔡穎妍

贊助類別

認購慈善門票

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280，數量：               張
每張「禮物券」可贊助1位癌症患者或關顧者欣賞此舞台劇，
本會將代為邀請受惠者。

鑽石贊助
(HK$80,000)

1頁

贊助類別 獲贈門票數量
獲刊登公司徽號/芳名
場刊廣告     場刊鳴謝

於儀式上獲
致送紀念品

捐款表格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

金贊助
(HK$50,000)

1頁

銀贊助
(HK$30,000)

1頁

銅贊助
(HK$10,000)

門票數量

此節目以粵語演出，並只適合6歲以上人士觀看。

1/2頁

24

14

8

4

價值 (每張) HK$1,000 (貴賓門票) HK$880 HK$680 HK$480 HK$380 HK$280

直接捐款：本人未克出席，但樂意捐款，以示支持。

節目場刊廣告：              彩色全版HK$8,000

HK$3,000 HK$1,000 HK$500

其他HK$HK$100

彩色半版HK$5,000

《偶然‧徐志摩》 《偶然‧徐志摩》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捐款HK$100或以上，可獲發捐款收據



由小馬工作室@出色堂主辦的大型舞台劇《偶然‧徐志摩》載譽重演。香港防癌會衷

心感謝此劇的靈魂人物兼編、導、演、監的馬浚偉先生定7月12日場次為香港防癌會慈

善專場，特別感謝隨緣樂助慈善基金冠名贊助是次活動，一同攜手幫助有需要的癌症

病人及其家人。

香港防癌會於1963年成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利抗癌機構，一直致力推動各

項抗癌工作，竭力為香港市民提供相關的多元化服務。今年是防癌會55周年誌慶，

我們將有一系列活動紀念這個重要的里程碑，而《偶然‧徐志摩》香港防癌會慈善

專場正是其中一項重點籌款活動。活動所籌得的善款會用於各項慈善服務，包括藥

物資助計劃、慈善愛心病床、癌症教育等，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共

同走過抗癌路。

日期：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時間： 7:00pm

地點：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

演員： 馬浚偉　胡定欣　姜大衞(特邀演出)   馮素波　李龍基　黃澤鋒　林敬剛

 趙鳳儀　黃嘉威　馮兆珊　黃釗鑫 吳文珊　黃靜賢　鄧捷銳　李子揚　

 潘嘉駿　羅海憫　蔡穎妍

贊助類別

認購慈善門票

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280，數量：               張
每張「禮物券」可贊助1位癌症患者或關顧者欣賞此舞台劇，
本會將代為邀請受惠者。

鑽石贊助
(HK$80,000)

1頁

贊助類別 獲贈門票數量
獲刊登公司徽號/芳名
場刊廣告     場刊鳴謝

於儀式上獲
致送紀念品

捐款表格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

金贊助
(HK$50,000)

1頁

銀贊助
(HK$30,000)

1頁

銅贊助
(HK$10,000)

門票數量

此節目以粵語演出，並只適合6歲以上人士觀看。

1/2頁

24

14

8

4

價值 (每張) HK$1,000 (貴賓門票) HK$880 HK$680 HK$480 HK$380 HK$280

直接捐款：本人未克出席，但樂意捐款，以示支持。

節目場刊廣告：              彩色全版HK$8,000

HK$3,000 HK$1,000 HK$500

其他HK$HK$100

彩色半版HK$5,000

《偶然‧徐志摩》 《偶然‧徐志摩》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捐款HK$100或以上，可獲發捐款收據



門票領取方法

捐款方法

冠名贊助： 出品：

有
限
公
司

2018.7.12（星期四）7:00pm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捐款及查詢：香港防癌會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頁：www.hkacs.org.hk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6月29日(星期五)前寄回香港防癌會(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或
傳真(只適用於信用卡或網上捐款)至3921 3822。門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善長資料
善長芳名/公司：

聯絡人：      職銜：                                           

電話：      電郵：                                        

地址：                                                            

收據抬頭：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捐款查詢
電話：3921 3821/3921 3829 (楊小姐)     電郵：pr@hkacs.org.hk
網站：www.hkacs.org.hk  
備註：

1. 此表格上的資料除作香港防癌會與閣下通訊外，不會再作其他用途。

           本人不願意收取香港防癌會最新消息及通訊。

2. 如將右方簡便回條剪下，貼在空白信封上，則無須貼上郵票。

香港防癌會
簡便回郵
16 ABD

香港郵政本地速遞：費用由善長承擔HK$32

香港郵政本地平郵 (免費)

#香港防癌會辦事處
 日期： 2018年6月4日至7月11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星期六：9:00am - 1:00pm & 2:00pm - 5:00pm

 地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綜合大樓7樓

#活動當日於接待處領取
 日期：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時間： 6:30pm – 7:15pm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香港演藝學院 - 歌劇院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如與上述芳名不同)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網站：www.hkacs.org.hk，可經右圖QR code連接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月) (年)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受惠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