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支援基金」詳情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各地正努力應對這個前所未有的難關。為了協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大

學成員渡過難關，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成立「中大支援基金」，除了支援受疫情影響的中大人外，

更期望能提升大學成員的抗逆能力，合力應對當前及往後的挑戰。

「中大支援基金」主要援助：

 （一）  為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的中大全日制本科生提供附津貼的校內兼職工作，協助他們紓緩財

政壓力； 

 （二）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及職位空缺大大減少的情況下，為 2020年畢業班同學

及 2019年畢業校友提供短期受薪在校工作機會。「中大支援基金」管理委員會亦正與校

外機構緊密聯絡，邀請提供工作機會，以協助同學及校友累積實際工作經驗，增加競爭力。 

 （三） 為全職中大基層員工 (「丙」 類服務條例及相類服務條件受聘僱員 ) 提供免息分期償還貸款，

幫助他們渡過家庭經濟困難。 

段崇智校長聯同全體七位副校長，將捐出本年餘下每月百分之十五的薪金作為起動基金。中大深盼

各界慷慨捐助支持「中大支援基金」，共襄善舉，同心協力，支持中大人面對逆境。

中大亦誠邀各界友好提供寶貴工作機會，詳情請與「中大支援基金」管理委員會聯絡（電話 : 3943-

1931;電郵 : curefund@cuhk.edu.hk）。

有關捐助及申請詳情，可瀏覽網頁：www.cuhk.edu.hk/oia/cure-fund

2020年畢業班同學及 2019年畢業校友請留意

歡迎登入 www.cuhk.edu.hk/oia/cure-fund 申請中大短期在校工作機會，其他各界友好僱主亦會於日

後透過此網站發放更多短期工作機會招聘消息。

攜手抗疫

協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大學成員渡過難關！

中大支援基金網站日期：2020年 5月 15日



備註：所有捐款須通過大學校董會批准接受。如捐款不獲接受，大學將退款予捐贈人。
Note:    Acceptance of donation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unaccepted donation will be returned to respective donor.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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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捐贈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香港中文大學發出正式收據於香港扣減稅項。若通訊地址位於加拿大，大學會向捐贈者發出以加幣折算之正式收據，以於當地扣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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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If the mailing address is in Canada, 
CUHK will issue Canadian dollar-denominated tax-deductible receipt applicable in Canada, for donation of any amount.  

本人不同意拓展及籌募處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向本人進行籌募推廣或活動宣傳。欲了解更多本處的個人資料政策，請瀏覽：www.cuhk.edu.hk/oia/pdpao
I do not wish to be contacted by the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for direct marketing purposes relating to solicitation of donations and/or promotion 
of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For more details on our personal data polic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cuhk.edu.hk/oia/pdpao

填妥後請寄回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行政樓 LG2 室拓展及籌募處。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the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Room LG2, LG/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中大支援基金」捐款表格
CU RElief Fund (CURE Fund) - Donation Form 

( 請以正楷填寫所有欄目， 並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號。 Please fill in all the fields in block letters and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捐贈者姓名 Name of Donor : (中文 ) ( 博士/先生/太太/女士 *)

(English) (Dr. / Mr. / Mrs. / Ms.*)

本人欲以 「無名氏」身份捐贈。  I wish to remain “Anonymous” in the acknowledgement.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電郵 E-mail : 手提電話 Contact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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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者資料 Donor Particulars

校友編號 Alumni ID :  畢業年份 Year of Graduation in CUHK :

書院/研究院 College / Graduate School : 主修 Major :

中大校友適用 For CUHK Alumni Only

職員編號 Staff ID :  部門 Department :

中大職員適用 For CUHK Staff Only

捐款詳情 Donatio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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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

信用咭 Credit Card（     ***恒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Visa / MasterCard 其他銀行 Other Banks Visa / MasterCard）

持咭人姓名 Cardholder’s Name :  簽名 Signature :

信用咭號碼 Card Number :                                                                                                        屆滿日期  Expiry Date :              (月 MM)/    (年 YY)

本人授權香港中文大學從以上信用咭戶口扣除以上捐贈金額，捐贈金額將以港幣折算。
I hereby authorize CUHK to debit the above donation amount from the above credit card in Hong Kong dollars.

捐款金額： (請註明捐款金額)HK$

捐款備註 Donation Remarks : 

簽名 Signature : 日期 Date :

查詢 Enquiries: 拓展及籌募處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電話 Phone: (852) 3943-1931 傳真 Fax: (852) 3942-0976   電郵 E-mail: curefund@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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