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KD $1,800

可為我們購買16套安全分娩工具。

HKD $2,800
可為70名兒童提供一周的即食營養
治療食品療程。

HKD $3,800 
可為1,583名兒童提供麻疹疫苗注
射。

捐款資料  (請在適當的位置填上號) 

捐助金額 感謝咭 包印新人名稱 座檯咭 

 HK$1,800 120 張 ✘ ✘ 

 HK$2,800 300 張 ✔ 25 張 

 HK$3,800 500 張 ✔ 50 張 

 HK$8,000 1000 張 ✔ 

 其他金額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法： 

 以支票捐助 

支票號碼 ： 
(支票抬頭請寫 「無國界醫生」/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

 以信用卡捐助

 Visa/ Master 萬事達   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 

信用卡號碼 ： ： 
 ( MM/YY ) 

持卡人姓名 ： ：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 

 請直接存入「無國界醫生」匯豐銀行戶口 002-4-398224 或 中國銀行戶口 012-566-0-000777-1，並將銀行存款收據正本連同此表格

寄回，以便我們發出捐款收據。 

新人名稱 (印於感謝咭上)： (新娘 Bride) (新郎 Groom) 

婚宴日期  ： (YYYY-MM-DD) 

數量 ： (感謝咭) (座檯咭) 

 本人願意將我的婚宴回禮金額捐助無國界醫生的全球醫療人道救援工作。

婚宴回禮捐贈登記表格 2022
電子表格請先下載再填寫 (婚期於2022年適用)

80 張

信用卡有效日期

簽名

領取安排 (印刷一般需時約 2 - 3 星期)：

自行到無國界醫生辦事處領取 (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410 至 418 號太平洋廣場22樓)

速運到付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 

送貨地址  ： 

 於便利店或超級市場作捐款

你可以攜同以下捐款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Circle K、VanGO便利店、華潤萬家超級

市場或U購select以現金直接捐款。請將收據正本連同此表格寄回，以便我們發出捐款收據。
*單一慈善捐款上限為港幣五千元正 (捐款上限由商戶設定，如有任何查詢，請直接與商戶聯絡。

如果你是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又或現正居住於或身處於歐盟成員國，請致電2338 8277與捐款事務部聯絡。
如果你不是以上的情況，請直接填寫以下表格，謝謝。 

捐款 HK$2,800 或以上包於感謝咭上印新人名稱及/或製作座檯咭；
歡迎訂購額外感謝卡及座檯咭。

發卡銀行 ： 



感謝咭款式： 請選擇一款 (打開尺寸:120 x 170mm, 建議每位賓客一張) 

 A) 感謝一對新人在這幸福滿載的日子， 

將婚宴回禮的金額捐助無國界醫生， 

讓我們能繼續向母親和嬰兒提供所需的醫療援助。 

A big thank you to the happy couple who have made a donation to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in lieu of wedding favours on this very special day. 
With this gift, MSF can continue to provide vital medical assistance  
and treatment to mothers and babies. 

 B) 感謝一對新人在這幸福滿載的日子， 

將婚宴回禮的金額捐助無國界醫生， 

讓我們能為營養不良兒童提供即食營養治療食品。 

A big thank you to the happy couple who have made a donation to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in lieu of wedding favours on this very special day. 
With this gift, MSF can use Ready-to-Use Therapeutic Food  
to save the lives of malnourished children. 

 C) 感謝一對新人在這幸福滿載的日子， 

將婚宴回禮的金額捐助無國界醫生， 

支持我們派送國際救援人員到全球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A big thank you to the happy couple who have made a donation to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in lieu of wedding favours on this very special day. 
With this gift, MSF can send international field workers to  
provide emergency medical relief around the world. 

 D) 感謝一對新人在這幸福滿載的日子， 

將婚宴回禮的金額捐助無國界醫生， 

支持我們派送國際救援人員到全球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A big thank you to the happy couple who have made a donation to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in lieu of wedding favours on this very special day. 
With this gift, MSF can send international field workers to  
provide emergency medical relief around the world. 



座檯咭款式  (尺寸：A5, 建議每圍一張)

只提供英文範本，如需中文版本或更改內容，請提供： 

(建議 60 字以內) 

捐款者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  ： 捐款者編號 ： 

英文姓名 (Mr. / Ms.) ： 身份證號碼 ：

(非必填，如填寫可避免資料重複) 

  聯絡地址 ： 電話號碼 ： 

電郵 ： 

語言選擇  中文    英文 

曾否捐助「無國界醫生」？   有  

從以下哪一個途徑得知此婚宴回禮捐贈？  搜索引擎 (如雅虎或谷歌) 

 親友介紹    

   否  

        Facebook 廣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Note: 

 「無國界醫生」乃香港註冊慈善團體，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可扣減稅款。

 無國界醫生對你個人私隱保障的承諾：我們絕不會出售或與任何公司/機構交換你的個人資料。你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只會被無國界醫生（香港）及我們委託的服務提供者

用作捐款處理、收據發送及與捐款相關的通訊用途。所有資料的使用均嚴格遵守我們不時更新的私隱聲明，詳列於我們的網站 https://msf.hk/ 

 為與你保持聯繫，我們可能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向你提供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的資訊及活動消息、發出籌款呼籲及收集意見。你可以隨時以郵寄方式或電郵至

unsubscribe@hongkong.msf.org，通知我們停止接收有關資訊。  我不願意收到上述有關無國界醫生的通訊及資料。

電郵 : fundraising@hongkong.msf.org 傳真 :  (852) 2304 6081 

電話 : (852) 2338 8277 網址 :  msf.hk 

郵寄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410-418 號太平洋廣場 22 樓「無國界醫生」(婚宴回禮) 

(郵件可能會寄失，請謹記於寄出前複印一份作紀錄) 

多 謝 您 的 慷 慨 捐 助 !   

WT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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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sf.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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