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圃送愛暖童心2017
苗圃送愛暖童心2017
捐款表格 （香港）
香港）
現本人 / 本公司欲認捐：
外套（每件港幣120元）

數量：

件

總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捐款收據抬頭
本會日後將會在有需要時繼續透過 閣下提供的聯絡方法，發出收據給 閣下、提供活動資訊、募捐資料及呼籲支持本會
工作。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欲查閱你的個人資料，請與苗圃行動個人資料主任聯絡。
□ 本人同意上述安排
簽署：＿＿＿＿＿＿＿＿＿＿＿＿＿＿

日期：＿＿＿＿＿＿＿＿＿＿＿

捐款方法：
1）把捐款存至本會之中國銀行賬戶
中國銀行賬戶（
中國銀行賬戶（012012-875875-1-092814092814-7）或 匯豐銀行賬戶（
匯豐銀行賬戶（084084-0-046072）
046072），連同填妥之捐款表格及銀行
存款收據一併傳真至2597 4731或電郵至 sendinglove@sowers.org.hk
2）郵寄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苗圃行動），寄至旺角廣東道1155號日昇廣場101 室，
苗圃行動 收 (信封面註明: 送愛暖童心2017)

本會收到捐款後，將於14個工作天內經電郵發出捐款收據，以節省運作成本，感謝閣下支持！
電話：852-2597 4739

傳真：852-2597 4731

電郵：sendinglove@sowers.org.hk

Sowers Sending Love 2017
Donation Form
I / My company donate(s) :

Jacket @HKD120 each

Quantity:

Total HKD:

Contact person
Contact number
Email
Address
Name on Donation Receipt
We will, when necessary, use the means of contact provided by you for the purposes of issuing receipt to you and providing you with
information of our activities and appeals for donations and support.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handled
strictly in compliance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Please contact our Personal Data Officer of Sowers Action for accessing your personal data.
□ I agree with the arrangement set out above.
Signature：＿＿＿＿＿＿＿＿＿＿＿＿＿＿

Date：＿＿＿＿＿＿＿＿＿＿＿

You can transfer the funds to our "Sowers Action" bank account at Bank of China (012-875-1-092814-7) or HSBC (084-0-046072). Please fax
or email the bank deposit slip and this donation form to us: fax number 2597 4731; email: Sendinglove@sowers.org.hk
You can also send your cheque under "Sowers Action" to our office No.101, 1/F, Sunbeam Plaza, 1155 Canto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We will send you the donation receipt via email within 14 working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donation and the Form.
For further details, you can contact us at:
GENERAL LINE: +852 2597 4739 FAX: +852 2597 4731
Email: sendinglove@sowers.org.hk

苗圃送爱暖童心2017
苗圃送爱暖童心
捐款表格 (中国内地
中国内地)
中国内地
现本人 / 本公司欲认捐：
外套 (每件人民币110元)

数量:

件

总共:

联络人
联络电话
电邮
地址
捐款收据抬头
本会日后将会在有需要时继续透过 阁下提供的联络方法，发出收据给 阁下、提供活动信息、募捐数据及呼吁支持本会
工作。所有个人资料绝对保密，并会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处理。如欲查阅你的个人资料，请与苗圃行动个人资料主任联络。
□ 本人同意上述安排
签署：＿＿＿＿＿＿＿＿＿＿＿＿＿＿

捐款查询
香港九龙旺角广东道1155号日升广场101室
电话：852-2597 4739
传真：852-2597 4731
电邮：sendinglove@sowers.org.hk

日期：＿＿＿＿＿＿＿＿＿＿＿

中国内地捐款程序

多谢 贵机构 / 阁下对香港苗圃行动 捐资助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本会已成功跟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国内收捐款事宜签定合作协议, 在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其帐户中开立“苗圃爱心基金”会
计科目，在内地接收人民币捐款。以下是人民币捐款方式及捐款帐号说明:人民币捐款方式如下：
人民币捐款方式如下：
1. 现金捐款：昆明市西坝路29号青年大厦602室
2. 邮局汇款：昆明市西坝路29号青年大厦602室，邮编650032，收款人：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3. 银行汇款：账号：5300 1615 736 059 000666
户名：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昆明市西坝路支行
4. 支付宝捐款：直接向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支付宝账户ynydf@aliyun.com付款。
请把汇款单据及以下资料，
请把汇款单据及以下资料，传真至以下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传真号:871-63995470）及
香港苗圃行动（电邮至 sendinglove@sowers.org.hk 或 传真: 852-25974731 注明：送愛暖童心2017 ）
捐款收据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____________ (必须填写，以便联系)
捐款收据抬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据寄回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
1. 在捐款时请注明“苗圃爱心基金”(或“苗圃爱心”)字样，以保证款项确实汇到“苗圃爱心基金”帐户上，以便以进行专项统计和公布。
2. 捐款人在捐款后，请保留各个捐款方式的汇款回单（若是支付宝转账，请保留转账成功的截图画面），汇款回单请扫描后以电邮通知
苗圃行动(donation@sowers.org.hk)，以便本会跟进对账及发出捐款收据。
3. 有关捐款收据将以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义发出。
4、如有何疑问，可联络苗圃云南办事处项目干事李依颖，电话：(86) 0871 64176778，QQ: 1123104744 ，電郵：donation@sowers.org.hk
如想更清楚了解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代收款捐款方法, 可到以下纲址浏览详情: 青基的网址：
http://www.ynprojecthope.org/pages_198_1244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