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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法律顧問 

譚紅華大律師 

   十八週年呈獻 

第十二屆關愛行動心連心山區助學籌款活動 

2021 年邀請函 

敬啟者： 

 Smile Foundation Limited (微笑動力) 是一所註冊慈善機構。自成立以來，

一直以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為對象，致力舉辦有益身心的團體康樂活動，尤其對

於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如：低收入家庭、綜援家庭、智障人士、國內山區兒童和

孤兒等，極為關注。 

 為了提供優質服務及更多學習機會予有需要之青少年及家庭，敝機構實有賴

於各熱心公益及關懷有需要學童之人士鼎力支持及捐助，所以每年才能夠投放大

量資源來舉辦各項活動包括：遠足、歷奇、親子活動、講座、國內山區扶貧、探

訪孤兒院及助學等計劃。  

由於疫症反覆，機構今年將舉辦「      十八週年呈獻第十二屆關愛行動之

心連心山區助學籌款活動 2021」，每捐$100可獲 10 個成人口罩，詳情於附件一。 

希望籌募山區助學、關懷孤兒服務及活動經費，期盼使更多人受益。如 貴機

構有意參與是項活動，煩請於 202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或之前填妥回條，並以

傳真或電郵方式回覆，以便行政安排。希望大家踴躍參與！敝機構謹代表各受惠

學童及家庭衷心感激各界支持。 

此致 

團體 / 機構 

主席 

邵文傑 博士謹啟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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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Smile Foundation Ltd. (     ) 成立於 2003 年，是一所充滿活力的註冊非牟利慈善機構，由

社會福利、教育、護理、金融、法律等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所組成。我們本著「服務社群」、「改變

世界」、「喚起關注」、「愛護兒童」及「展望將來」五大目標，以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為主要服務對

象，持續關注弱勢社群，以愛心和動力讓他們重展笑容，積極投入社會，開創光明前路。 

 

本機構自成立以來，一直本著目標回應社會有關需要，為不同的服務對象提供各種有益身心的

活動，以推動和鼓勵各界人士投入社群，增加社會參與度來豐富心靈和生活，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在全體幹事的努力下，我們不斷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贏得社會各界、學生、家長及學校的稱譽，並

邀得多名大學講師、中小學校長及老師、註冊社工、社會賢達等擔任顧問，使機構持續發展。 

 

除關注本港基層社群外，       亦為幫助國內貧困學生不遺餘力，我們曾多次舉辦山區農村及

學校的探訪交流活動、助學計劃和派發收集到的捐贈物品，如﹕文具、圖書、藥品等，助他們改善

生活環境。透過實地考察，讓參加者了解國內貧困兒童學習及生活境況，希望藉此喚醒社會各界關

注中國內地貧窮地區兒童的教育情況，從而宣揚有關意識予社會各階層人士，盼望能使更多學童受

惠。 

 

「       第十二屆關愛行動之心連心山區助學籌款活動 2021」舉辦在即，請大家踴躍支持，

給他們關愛與希望。是次活動所籌得的款項，經扣除基本行政開支後，將全數撥歸香港弱勢社群服

務、國內山區貧困兒童助學及探訪孤兒院之用。請以劃線支票遞交善款(抬頭請寫 SMILE FOUNDATION 

LTD.)，並把支票連同捐款回條(表格一)郵寄至新界葵涌葵昌路 18-24號美順工業大廈 14樓 C座 08

室。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05 3063；亦可瀏覽網站：www.smile-foundation.org.hk，了解我們更

多有關的服務。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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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第十二屆關愛行動之心連心山區助學籌款活動 2021 > 回條 

請在選擇的項目中的方格內填上 ，並將回條電郵或傳真。 

本機構                               ， 願意捐款以支持       的各項服務。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機構贊助項目： 

 1) 贊助 港幣            元， 並可獲             個口罩。  

 2) 贊助 港幣            元， 並將全數口罩贈送給基層家庭、劏房戶、長者、綜援家庭及少數族裔。 

 

付款方法： 

 支票 / Cheque﹙枱頭請寫 SMILE FOUNDATION LTD﹚，請把此表格連同支票郵寄致本機構。 

地址: 新界葵涌葵昌路 18-24 號美順工業大廈 14 樓 C 座 08 室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SMILE FOUNDATION LTD” and send it to us with this form. 

Address:  Rm. 08, Blk. C, 14/F, Mai Shun Ind. Bldg., 18-24 Kwai Cheong Rd. , Kwai Chung, N.T. 

 自動櫃員機轉賬 / Autopay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 HSBC：502-362957-001，轉賬後請電郵此表格及轉賬收據致本機構。  

Please fax the payment slip and this form to us. Email:smile@stdc.hk.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備註： 1. 捐款一百元以上可申請稅務減免。 

 2. 如需收據，請填妥以上地址。 

 3. 此表格之個人資料只作是次捐款及本慈善團體之用。 

 4. 截止日期為 2021年 5月 28日(星期五)。 

Remarks: 1.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HK$100 or more are tax-deductible. 

 2. If receipt is required,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above. Thank you! 

 
3. Your personal details provided in this form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above purpose 

and our references. 

 4. The due day is 28th May, 2021 (Friday). 

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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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規格如下﹕ 

-  三層掛耳式口罩，尺寸是 17.5cm x 9.5c 

- BFE> 98％，PFE> 98％，ISO 14644 class 7 認證無塵室生產 

- 香港製造 

- 每片獨立包裝 

 

口罩參考樣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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