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 善 基 金 會 認 捐 表                                          Ling Jiou Mountain Charity Foundation of New Taipei CityLing Jiou Mountain Charity Foundation of New Taipei CityLing Jiou Mountain Charity Foundation of New Taipei CityLing Jiou Mountain Charity Foundation of New Taipei City    捐助項目 
Project  靈鷲山普仁獎   □全國獎  □地區普仁獎: 捐助金額 
Amount □ 單次捐款NT$              元 

□ 自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每月定期捐款NT$              元 總額 Total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NT$            元 捐 贈 者 基 本 資 料 
Donor's info 

姓名 Name  生日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    M    D 身分證 ID No.           聯絡電話 Tel. 行動 Mobile：               住家 Home：（ ）          公司 Office：（ ） 通訊地址Address □□□ E-mail  收據抬頭 Name on receipt □年開 Annual(建議) □月開 Monthly □勸募人轉交 Personal delivery □郵寄本人 Post 服務委員                         ／               區       分區會  聯絡電話 Tel. 捐款方式Donation method：□現金 cash     □郵政劃撥 postal     □匯款 remittance □支票 check：銀行 bank:            票號 check no.：            金額 amount：         □信用卡授權扣款 請填寫授權書Credit card debit authorization form    扣款日：每月 10日或 25 日   Date of debit: 10th or 25th every month 信 用 卡 捐 款 授 權 書 
Credit card authorization form 

 發卡銀行 issuing bank  有效月/年 Expiration date(mm/yy)   /   持 卡 人 基 本 資 料 
Cardholder’s info 

姓  名name □同捐贈者 Same as donor (以下不需填寫)(skip below) 卡  號 card umber  身分證 ID No.           卡  別 card type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電  話 Tel. 行動 mobile：  住家 home：(   ) 持卡人 簽  名cardholder's signature 需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需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需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需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Must match signature on back of card.Must match signature on back of card.Must match signature on back of card.Must match signature on back of card.    授權人同意信用卡到期時授權人同意信用卡到期時授權人同意信用卡到期時授權人同意信用卡到期時, , , , 授權靈鷲山自動展期授權靈鷲山自動展期授權靈鷲山自動展期授權靈鷲山自動展期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扣款扣款扣款扣款。。。。    When card expires When card expires When card expires When card expires cardholder agrees to authorize Ling Jiou Mountain to debit new ccardholder agrees to authorize Ling Jiou Mountain to debit new ccardholder agrees to authorize Ling Jiou Mountain to debit new ccardholder agrees to authorize Ling Jiou Mountain to debit new card.                                       通  訊 地  址address □□□ 郵政劃撥及匯款帳號（匯款後請電洽：886-2-82315789 或傳真：886-2-2232-1050 或mail 通知－信服部信箱：cs093@ljm.org.tw） Ways to donate (After donation, please contact us via phone or email) 郵政劃撥 銀行匯款 戶名 (Beneficiary Name) 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 戶名 (Beneficiary Name) 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 帳號 (Beneficiary's  A/C No) 17885784 銀行名稱 (Beneficiary Bank) 永豐銀行西松分行 (銀行代碼 807)   帳號 (Beneficiary's  A/C No) 006-004-00216447 ※※※※本人本人本人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簽名簽名簽名))))同意靈鷲山佛教教團(包含靈鷲山無生道場、財團法人靈鷲山佛教基金會會、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以下合簡稱教團)為弘揚教團理念、公益慈善、文化教育、活動推廣等目的，得蒐集、處理、使用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住居所、電話、email 等），於中華民國境內及因執行業務需要之境外地區，以電話、紙本、網際網路、郵件、簡訊、傳真、電子訊息或其他合法之適當方式，寄送通知、刊物、電子報及各項訊息。本人依法可向教團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使用。（（（（教教教教團團團團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專專專專線線線線：：：：00002222----8888222233331111----555577778888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