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及捐贈表格】 

I. 請選擇以個人名義 或 企業／機構名義 作贊助。 

【個人名義】 

贊助人名稱 （英文）： ________________    贊助人名稱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 

   若不想出現贊助名稱於 45 周年活動及宣傳，請於方格內加上剔號，捐款會以 

      「無名氏」顯示。 

贊助形式： 

   現金 450 港元           現金 _________ 港元             

   物資或服務 （請註明內容及數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 捐款不少於 450 港元，並以整元為單位。 

- 如需要收據，請電郵至 membership@hkihrm.org。（只適用於現金捐款） 

- 有關物資或服務捐贈細節，秘書處將稍後通知贊助人。 

- 感謝閣下的支持，捐款將用作資助 45 周年活動；如有盈餘，將會作學會營運用途。 

 
****************************************************************************** 

【企業／機構名義】 

贊助企業／機構名稱（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贊助企業／機構名稱（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贊助類別： 

 鑽石贊助 （45,000港元）           金贊助 （30,000港元）          

 銀贊助 （20,000港元）               銅贊助 （10,000港元）    

 現金 4,500 港元                                現金 _________ 港元  （不少於 4,500港元）      

 物資或服務（請註明內容及數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 如需要收據，請電郵至 membership@hkihrm.org。（只適用於現金捐款） 

- 有關物資或服務捐贈細節，秘書處將稍後通知贊助機構。 

- 感謝貴機構的支持，捐款將用作資助 45 周年活動；如有盈餘，將會作學會營運用途。 

 

****************************************************************************** 
 
 



 
                                                            

 

 
 

 

II. 請填寫聯絡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II. 贊助人或機構賀詞將刊登於 45周年專頁 （中文或英文賀詞，各字數不多於二十字） 

 

****************************************************************************** 

IV. 付款方式（請於電子發票開立後 14日內完成捐贈款項。） 

  信用卡：請填妥下方的信用卡授權表格。 

信用卡種類 VISA / Mastercard / 

American Express 
有效日期截至（月／年）  

信用卡號碼  

 
金額（HK$）  

持卡人姓名  

 
簽署  

  現金：親身攜同現金及發票至學會會址。 

  支票：以郵寄形式，郵遞劃線支票及發票至學會會址，支票抬頭為「香港人力資源管 

      理學會有限公司」。 

  轉數快：轉數快識別碼 "161151394" 或電話號碼 "55702553"。請電郵提供付款記錄以 

      供核實。 

  櫃員機／銀行轉賬：請提供付款記錄以供核實，下方為學會的銀行戶口資料 。 

Beneficiary Name 受款人姓名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td 

Beneficiary A/C No. 受款人戶口號碼 511-290330-001 

Bank Name 銀行名稱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ank No. 銀行編號 HSBCHKHHHKH 

  八達通或支付寶：用相關應用程式掃瞄以下二維碼。請電郵提供付款記錄以供核實。 

八達通二維碼 支付寶二維碼 

 

 



 
                                                            

 

 
 

 

 
V. 其他資料 

請連同以下資料電郵至 membership@hkihrm.org 或傳真至 2881 6062。若逾期遞交機構商標／廣告
原圖，或會無法享有部分鳴謝／廣告渠道的刊載安排，有關詳情可與陳小姐(2837 3811) 聯絡。 

 

清單列表 

  贊助及捐贈表格（包括中或英文各二十字賀詞） 

  捐贈款項 

 

只適用於企業／機構 

  公司會籍申請表格（請下載申請表格） 

  公司商標 

  中文及英文各 200字簡介連同其網站超連結 

  45周年網站專頁廣告 (1900 x 516 px) 

  企業宣傳片（只適用於鑽石贊助及金贊助） 

  企業服務或服務簡介及圖片（只適用於鑽石贊助及金贊助）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你同意有關捐款將用作資助 45 周年活動或學會營運用途，以及理解有關贊助內容及權益。你提供予香港人力資源管理

學會的個人資料，將用於登記你成為本會捐款者及日後聯絡等有關事宜。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有關個人

資料將予以保密並存放於本會的資料庫內，而此等資料之使用者只限於本會需要處理有關工作之職員。除了《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規定的豁免範圍外，你有權就本會備存有關你的個人資料致電 2881 5113 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若你

不希望收到本會之任何通訊，或只希望透過郵寄／電子郵件收到通訊，請在以下適當空格加上「✓」號。 

 郵寄   電子郵件   不接收任何通訊 

 

贊助人或機構負責人簽署：      日期：     

 
 
 
機構或企業蓋章：     

 

 

 

 

 

 

 

https://www.hkihrm-membership.org/_files/ugd/893e2a_57b0637035cc4ac9ba95bb660d632ee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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