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有關保密政策詳情，請瀏覽奧比斯網頁 www.orbis.org/hkprivacypolicy。以上資料只會用作寄發收據、報導救盲活動、籌募及各項活動推廣用途。如不希望收到：1. 所有奧比斯

郵寄的郵件；2. 所有奧比斯的電子郵件，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X」號，並可選擇以郵寄、電郵或傳真交回。All data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rivacy policy, please 

visit www.orbis.org/hkprivacypolicy. Any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used for receipting, updates about sight-restoring initiatives, fundraising and/or event promotion purposes only.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1.  all mailings from Orbis;  2.  all emails from Orbis, please mark an “X” in the opt-out box and return to us either by post, email or fax.

請把表格印出，填妥後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7419 號奧比斯收。信用卡捐款者可將此
表格傳真至 (852) 2858 8888 或電郵至 info.hk@orbis.org。  

7419
(852) 2858 8888

捐款者個人資料 

奧比斯

更改每月轉賬授權書

捐款金額 

 簽名必需與閣下之信用卡簽名完全相同，表格上如有任何塗改，請在旁簽署。 

本人現授權奧比斯由本人之信用卡賬戶內定期扣除上述之賬款，直至本人另行通知
為止。本人同意此授權書於本人之信用卡有效期後及獲續發新卡時繼續生效，並毋
需另行填寫授權書。如需要取消或更改本授權書，請於取消或更改生效日期七個工
作天前通知奧比斯。 

(II) 銀行戶口轉賬授權書 

收款之一方（受益人）

奧比斯 

銀行編號  分行編號  賬戶號碼 

04

0 0 4 6 0 0 6 5 6 5 6 5 0 0 1 

本人/吾等在結單/存摺上所紀錄之名稱 

本人/吾等之銀行及分行之名稱 

銀行編號  分行編號  本人/吾等之銀行賬戶號碼 

本人/吾等在結單/存摺上所紀錄之地址（若與左方地址有別） 

本人/吾等之簽名  日期

由本會填寫（檔案編號） 

(銀行專用 ) 

  簽名必需與閣下(等)之戶口簽名完全相同，表格上如有任何塗改，請在旁簽署。 

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本人/號/公司茲授權奧比斯及上述銀行，由本人/號/公司之銀
行賬戶內支付賬款，惟每次轉賬金額不得超過以上指定之金額。如因支付後，引致
本人/號/公司賬戶透支、或增加透支金額，亦請照付。但銀行方面，則可因本人/
號/公司之存款不足而拒予撥付，亦可因轉賬銀碼與上述銀碼不符時，拒絕撥付。
且銀行可收取慣常之收費，亦可隨時以一星期書面通知取消本授權書。本人/號/公
司同意取消或更改本授權書之任何通知，須於取消或更改生效日最少兩個工作天之
前交與本人/號/公司之銀行。本人/號/公司同意本人/號/公司之銀行無須證實該等
轉賬通知是否已交付本人/號/公司。 

奧比斯專用

一年內累積捐款達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免稅。每月捐款正式收據將於每年四

月寄奉，以便你填寫報稅表。Accumulated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annually are tax 

deductible with a receipt in Hong Kong. For monthly donations, an annual receipt will be 

issued in April to help you pursue your tax return. 

⃞ 郵寄收據 Please send receipt by mail 

⃞ 電郵收據 Please send receipt by email 

若收據抬頭並非捐款者本人，請以英文列明 

Please specify the recipient if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dono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捐款人姓名或地址/電郵欠奉，恕不能發收據。Orbis regrets that it cannot provide receipts 

to donors who fail to provide either their name or address/email. 

⃞ 本人不需收據 Please do not send me a receipt.

捐款者編號

 本人願意每月捐贈以下款項，支持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救盲項目。 

 $500  $800  $1,800  $3,000

其他金額 $_______________ 

(如每月金額低於 HK$500，將列作參與奧比斯之友計劃，善款用於全球救盲工作 

500

 先生  女士

英文姓名（請在姓氏下劃線）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只用作避免捐款者記錄重複） 

請選擇 (I) 信用卡賬戶或 (II) 銀行戶口轉賬 

(I) 信用卡轉賬授權書 CREDIT CARD DEBIT AUTHORIZATION

捐款方法

 卡  萬事達卡  銀聯  美國運通

信用卡有效期至 月 MM/  年 YY 
須於三個月內有效 onths)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簽發銀行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      日期 

通訊語言選擇  中文  英文

日間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CY197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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