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信件由校友事務處代轉]
致：畢業於 1966、1971、1976、1981、1986、1991、1996、2001、2006、2011 及 2016 屆的中大校友：

「中大校友日」是香港中文大學年度盛事，每年均會邀請所有校友，特別是當年已畢業 5 年
及其倍數之畢業紀念班校友(今年為 1966、1971、1976、1981、1986、1991、1996、2001、2006、2011
及 2016 屆)返回母校，重溫大學生活，了解大學近況及發展，及藉此機會跟同窗知己聚舊。
今年是我們的畢業周年紀念。為讓我們的畢業周年紀念更具意義，我們特別組成「2021 中大
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鼓勵各位中大校友──尤其是畢業紀念班之各屆校友──在今年
參加中大校友日之同時，亦為母校籌款，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以表達回饋母校
之心。
(I)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介紹及用途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是全港首個由校友發起及創立的基金，於 2014 年由一
群來自當時畢業紀念班的校友發起，此後每年由翌年之畢業紀念班成立「中大校友日
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傳承接棒進行基金籌募事宜，在慶祝畢業周年紀念的同時回
饋母校。
基金運用每年滾存的所得利息舉辦活動，旨在協助提升尤其是年輕校友的競爭力及創
業機會、支持校友為母校作出積極貢獻，及鼓勵校友在學術領域有更高的成就，以助
母校長遠發展。
基金在 2015 年 5 月起連續舉辦大型活動──「中大創業日」，透過創業展覽、諮詢、主
題講座及個案分享等，展示中大校友及學生最新的創業意念和成品。在 2017 至 2021 年，
基金連續五年亦在中大校園舉辦「中大青年校友職業發展週」，冀望藉著校友前輩的
分享，對正在尋找職場方向或規劃前程的校友有所啟發。

(II)

捐款方法及鳴謝方式
捐款金額不拘。而為了嘉許熱心校友之捐贈，特設多項鳴謝方式，請參閱夾附的捐款
表格。
網上捐款，請到 http://www.alumni.cuhk.edu.hk/CU_Alumni_Torch_Fund/donate_now/ 。

(III) 「2021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
為了有效地推動「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我們一群由 1971 至 2016 年之畢業紀
念班校友組成「2021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成員如下：
1971：劉世鏞(崇基)
1976：鄧惠雄(崇基)
1981：李悅富(崇基)、陳浩賢(聯合)
1986：馮潔儀(聯合)
1991：朱暖暉(新亞)、何建榮(聯合)
1996：黃愛麗(新亞)
2001：李廣宇(聯合)
2006：何傑鋒(崇基)、李英豪(崇基)、潘宏烽 (崇基) 、翁錦輝(聯合)
2011：董和瀚(新亞)、李卓偉(研究院)
2016：李穎茵(崇基)、吳德灝(新亞)
1990：修志明(新亞) [2020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召集人]
2015：洪綺婷(善衡) [2020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召集人]
我們誠意邀請你捐款回饋母校，並呼籲其他校友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所有
捐款均直接交予中大校友事務處代收及管理。請立即行動，於 11 月 8 日前填回夾附的捐款表格*。
捐款將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舉行的「中大校友日」或其他合適場合致贈母校。查詢請電郵至
torchfund@cuhk.edu.hk 代 轉 籌 款 委 員 會 ， 或 聯 絡 校 友 事 務 處 ( 電 話 ： 3943 8671 ； 電 郵 ：
alumni@cuhk.edu.hk)。
「2021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聯合召集人

馮潔儀

朱暖暉

李卓偉

2021 年 8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11 月 8 日前收到之捐款數目將於中大校友日公佈，歡迎 11 月 8 日後繼續捐款。

翁錦輝

Re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捐款表格
CUHK Alumni Torch Fund Donation Form
捐款人資料 Donor Particulars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Prof. / Dr. / Mr. / 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教授/博士/先生/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以「無名氏」身份贊助。
I wish to remain anonymous on the list of donors.
聯絡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幣HK$100,000
□港幣HK$50,000
□港幣HK$20,000
□港幣HK$10,000
□港幣HK$5,000
□港幣HK$1,000
□港幣HK$365
□港幣HK$100
□其他：港幣HK$_________

捐款收據 Donation Receipt *
□請將捐款退稅收據郵寄至本人的通訊地址。
Please send the tax-deductible donation receipt to my
mailing address.
收據姓名 Name on Receipt:
□同上 Same as above
□其他 Other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不需要捐款退稅收據。
Tax-deductible donation receipt is not required.

中大校友適用 For CUHK Alumni Only
畢業年份 Year of Gradu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主修 Maj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編號 Alumni ID (如適用 Optional): _______________書院/研究院 College/Graduate School: 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
□劃線支票 Crossed Cheque（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中文大學」Cheque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支票號碼 Chequ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 Credit Card（□恒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Visa / MasterCard** □其他銀行 Other Banks Visa /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Cardholde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屆滿日期 Expir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MM／年YYYY）

□銀行入數 Cash Bank-in（「香港中文大學」帳戶號碼：恆生銀行(024) 293-005005-003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ccount: Hang Seng Bank (024) 293-005005-003）
請將捐款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收據寄回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富爾敦樓301室校友事務處或傳真(2603-6226) / 電郵至
torchfund@cuhk.edu.hk（不適用於劃線支票）。
Please send the donation form with crossed cheque / bank-in slip slip to Alumni Affairs Office, Room 301, John Fulton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y mail , or by fax (2603-6226) / email to: torchfund@cuhk.edu.hk (Not applicable to crossed cheque).
*

捐贈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香港中文大學發出適用於香港申請扣減稅項之正式收據。若通訊地址位於加拿大，大學會向捐款人發出以加幣折算之
正式收據，以便於當地申請扣減稅項。捐款退稅收據將於六個月內郵寄至閣下的通訊地址。
Tax-deductible receipt applicable in Hong Kong will be issued by CUHK for donors who have made a donation in the amount of HK$100 or above. For all
donations from Canada, CUHK will issue Canadian dollar-denominated tax-deductible receipt applicable in Canada. The tax-deductible receipt will be sent to the
given mailing address in six months.

** 使用恒生銀行信用卡捐款，大學可獲銀行豁免收取行政費。
The bank will waive the administration charge to CUHK if the donation is made via Hang Seng Bank credit cards.

捐款鳴謝方式
為向各熱心校友表達謝意，特設下列鳴謝方式：


凡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者，皆獲大學發出免稅收據。



凡捐款港幣 365 元或以上者，即可獲贈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紀念襟章一枚。



凡捐款港幣 1,000 元或以上者，捐款者芳名亦將刊登於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網頁。



凡捐款港幣 5,000 元或以上者，捐款者芳名將刊登於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網頁及校友雜誌。



凡捐款港幣 50,000 元或以上者，捐款者芳名除刊登於中大校友傳承基金及校友雜誌外；亦會刻於大學校友園，永留紀念。

查詢 Enquiries: 校友事務處 Alumni Affairs Office |電話 Phone: (852) 3943-8670 | 傳真 Fax: (852) 2603-6226 |電郵 E-mail: torchfund@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