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為《童心飛躍》教材系列之出版及相關活動 

 （包括教學、訓練）籌募經費，希望把所得的

款項，透過使用教材配套、繪本等培育孩子心

中有道，與家長和導師一起探索信仰，同時祝

福堂、社、校之家長、導師及學生。誠邀大家

參與，您的支持將帶給下一代更大的祝福！

籌款目標：港幣 70 萬元

參加形式

目標里數 最低籌款金額 - 不包含報名費 $200

個人 1 公里組 HK$ 300

個人 3 公里組 HK$ 1,000

個人 10 公里組 HK$ 3,000

親子 3 公里組 * HK$ 1,300

團隊 42 公里組 ** HK$ 15,000

* 親子 3 公里組  （2-4 人；親屬關係，包括契仔、女） 
** 團隊 42 公里組 （10-15 人；每位隊員最少完成 1 公里，最多完成 10

公里）

行動形式 及 地點 *

在指定期內，以步行 / 跑步 / 行山 / 上落樓梯 / 踏單車（其

中一項）完成目標里數

*因疫情影響，是次籌款活動由參加者「自選路線，自助完成」 

  參加者務必小心自顧及負責個人安全之責任。

行動記錄

參加者使用任何一款手機 App（應用程式），記錄您的里

程並行動完成的截圖 / 行動時起步及完成相片（包括顯示時

間）。請將行動記錄電郵至：tph.development@gmail.com

活動詳情

1. 個人組或親子組：每組參加者必須提交一次完整，不可累

積計算里數

2. 團隊組：每位隊員分別完成行動（最少 1 公里，最多 10

公里），集合所有記錄成 42 公里，並由隊長負責提交。

報名費

HK$200#

付款方式（請參考背頁之「繳交奉獻方法」）

1. 轉數快 FPS / 網上銀行轉帳

2. 銀行或櫃員機（ATM）轉帳

3. 現金 

4. 郵寄劃線支票

#
報名後所繳費用一律不予退還。

同工將於收到繳款證明文件（入數紙 / 截圖轉帳記錄）後的
7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與您聯絡。

完成活動限量紀念品

行動獎牌

完成籌款可獲 
精美獎牌乙枚 

完成證書

電子版本證書 
完成後自行列印

道聲紀念書立

首100名參加者 
可獲書立一對

本社購物優惠

於道聲書局購物
優惠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直接捐獻

若閣下未能親身參與籌款活動，除可支持其他
人參與外，也可選擇直接捐獻，方式與繳付
報名費用相同。轉帳記錄 / 入數紙可電郵至： 
tph.development@gmail.com

網上報名



贊助人資料及贊助金額
* 請以正楷中 / 英文全名書寫，以便記錄及印發收據。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複製使用。
請把已輸入的表格連同 網上轉帳記錄 捐款確認畫面截圖於 4 月 11 日或以前電郵至 tph.development@gmail.com，謝謝！

贊助人中 / 英文姓名 * 贊助金額 （港幣）
贊助方式
 （支票號碼）

需要收據
 （填上 ✓）

贊助人中 / 英文姓名 * 贊助金額 （港幣）
贊助方式
 （支票號碼）

需要收據
 （填上 ✓）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總金額 (HK$)：

1) 為使我們可以更快處理，請於 4 月 11 日或以前把填妥之本表格連同贊助款項一併交回： 
a. 轉帳記錄 / 捐款確認畫面截圖電郵至 tph.development@gmail.com 或 b. 郵寄（不包括現金）或 c. 親身到辦公室。

2) 凡贊助港幣 100 元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憑收據可申請減免稅項。預計在活動後三個月內發出收據；收據將發予參加者，請代為分發予贊助人。

3) 如參加者提交表格多於一次，請以全新表格填寫及註明提交日期，以便加快處理。 

參加者資料

姓名 *：　　　　　　　　　　 （中）  　　　　　　（英）

稱謂：　　　　　 　　　聯絡電話：　　　　　　　　　　

電郵：　　　　　　　　　　　　　　　　　　　　　　　 

郵寄地址：　　　　　　　　　　　　　　　　　　　　　 

　　　　　　　　　　　　　　　　　　　　　　　　　　 

奉獻收據：　  於辦公時間內前往辦公室領取

　　　　　　  以郵寄寄予參加者，請填寫郵寄地址 *

參與組別：

團隊名稱
#
：　　　　　　　　　　　　　　　　　　　　

隊員姓名
#
（電話） ：例子參考：Chan Tai Man (2388706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請以正楷中 / 英文全名書寫，以便記錄及印發收據。 
電話供申請本社購物優惠之用

參加者簽署：　　　　　　　　　  日期：　　　　　　　 

目標里數（最低籌款金額 - 不包含報名費 $200）

個人 1 公里組（HK$ 300）

個人 3 公里組（HK$ 1,000）

個人 10 公里組（HK$ 3,000）

親子 3 公里組
#
（HK$ 1,300） 

 （2-4 人；親屬關係，包括契仔、女）

團隊 42 公里組
#
（HK$ 15,000） 

 （10-15 人；每位隊員最少完成 1 公里，最多完成 10 公里）

請以下列其中一方式把報名費或 / 及贊助款項交回道聲出版社

繳交奉獻方法

1. 轉數快 FPS / 網上銀行轉帳

轉賬至：渣打銀行 #405-2-078818-4

收款人：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於訊息欄輸入（例子參考：Walk, Chan Tai Man, Tel: 

23887061）。渣打銀行之銀行編號為「003」。 

把儲存或截圖轉帳紀錄（需要清楚顯示轉帳戶帳號、金

額、日期及時間）透過電郵 / WhatsApp / Signal 交回。

2. 銀行或櫃員機（ATM）轉帳

轉賬至：渣打銀行 #405-2-078818-4

收款人：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把銀行入數紙，透過電郵 / WhatsApp / Signal 交回。

3. 現金 

於辦公時間內連同報名表格 或 / 及 贊助表格交回道聲出

版社辦公室，切勿郵寄現金

4. 郵寄劃線支票

抬頭「道聲出版社」或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支票後面寫上閣下之姓名、聯絡電話及「飛躍行動籌款」 

郵寄地址：香港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三樓 

　　　　　道聲出版社「飛躍行動籌款」

籌款活動網頁：https://taosheng100.hk/2021-walkathon/

查詢

電話：2388-7061 / 6391-7923             

電郵：tph.development@gmail.com    

活動最新消息，將於網上社交平台及活動網頁發佈

Facebook：道聲出版社 - 香港

2021 
籌款活動

報名表格

活動詳情 網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