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香校園－圖書捐贈計劃」捐款表格 
School Library Books Project– Donation Form 

 

 

姓名 Name 

 

(中文) 先生 / 女士 / 小姐

  

(Eng) Mr / Ms / Miss 

 

Surname Given Name

 

地址 Address 

 

  

 

 

日間電話 Tel 

 

手提電話 Mobile

  

傳真號碼 Fax

 

 

 

電郵 Email 

  

資助者編號 (如有) 

Donor Ref No. 

 

 

 

*請以“”表示 Please indicate your choice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 HK$  
 

 

請選以下一種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港幣$ 100 以上之捐款將獲發免稅收據 Tax exemption receipt will be issued for 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付款方法 
 1. 以信用卡捐款 BY CREDIT CARD 

信用卡 Credit Card :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如屬 Visa 或 Master 卡，請在括號內填寫安全碼，安全碼印在信用卡背面簽名欄旁之最後 3 個數目字 

*For Visa or MasterCard, please also fill in the 3-digit Card Security Code (CSC) printed next to the signature panel 

*閣下如選用信用卡捐款，本會需要承擔信用卡公司行政費 

*Handling charge for using credit card for your donation to HKCC will be borne by HKCC 

 

信用卡號碼  (安全碼 CSC:    ) 
Credit Card Number 

持卡人姓名 
 

Name of Card Holder 

信用卡屆滿日期 
 

－ 
Expiry Date (mm-yy) 

 
 

持卡人簽署 

Signature of Card Holder 
 

 
 2. 以支票捐款 BY CHEQUE 

支票捐款抬頭請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並將支票連同捐款表格寄回本會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and mail the cheque with this form to us 

 

 3. 直接存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戶口 BY BANK-IN DONATION 
請將銀行入數紙連同捐款表格傳真至 2724-2131 或寄回本會 

Please fax to 2724-2131 or mail the pay-in slip with this form to us 

恆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 295-8-030567 

匯豐銀行 HSBC : 181-6-052599  

填表日期 Date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9 樓 9/F, No.33, Granville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K. 

電話 Tel : (852) 2136-3131 (一般查詢 General enquiry)   

電話 Tel : (852) 2368-7123 (付款查詢 Payment enquiry)  傳真 Fax : (852) 2724-2131 

電郵 Email : enquiry@hkcc.org.hk      網址 Website : http://www.hkcc.org.hk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將盡力遵守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

所列載的規定確保所儲存的捐

款者個人資料的安全及依照所

說明的目的使用。 

本會將運用閣下填寫本表格的

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

電郵、傳真及地址）處理本次

捐款及寄發收據之外，也會於

日後運用之與閣下作通訊、募

捐、活動邀請或收集意見之用。

除1/4/2013之前儲存於本會資

料庫內的捐款者個人資料，在

上述日子後收集的新捐款者資

料，本會須得捐款者書面同意

才能作上述之運用。閣下可填

寫下方的同意聲明，以便本會

能有所依據使用閣下的個人資

料。 

 

同意聲明（請以示意）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貴會就上述有關個人資料的使

用安排。 

 

簽署：＿＿＿＿＿＿＿＿＿＿ 

 

姓名：＿＿＿＿＿＿＿＿＿＿ 

 

日期：＿＿＿＿＿＿＿＿＿＿ 

 

倘有查詢請電 2136-3131 / 

2368-7123。 

信用卡捐款可傳真至 2724-2131 
Credit card donation can be faxed to 2724-2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