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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在列治文医院基金会，我们工作的核心是
启发大家感受到给予的快乐。因为您的捐
赠帮助了社区医疗的改善；您的行动超越
了个人的理想；您积极推动了整个社区的
健康和繁荣。能和大家一起创建美好的生
活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情。

列治文的人口在不断增长、多元化和老龄
化。正是因为有众多慈善人士的爱心，列
治文的医院和社区护理团队才得以持续提
供卓越的医护服务来满足居民需要。

您的一直支持可以帮助医疗不断进步和改
善，我们真诚希望您能从中获得喜悦与感
动。大家一起建设更美好和更健康的列治
文。体验快乐施予就是圆满喜乐人生。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列治文)为我们当地社
区提供一系列医疗服务。始终将患者放在
首位，服务范围不仅包括列治文医院的急
诊科，还包括初级诊所、长期护理中心、精
神健康和戒除癖瘾支援中心以及家庭护
理等诸多医疗服务。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列
治文)很自豪能为整个列治文社区提供世
界一流的医疗服务。

关于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列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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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自发筹款活动

筹办者：
列治文及其他低陆平原区域的个人、团体
和组织都可以筹办社区自发筹款活动，为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募集善款。

活动目的：
“乐善好施”就是您帮助他人解决困难，
将个人的力量融入到更大的事业中。您在
帮助邻里亲友，您也在守护整个社区的健
康和繁荣！

如何筹办：
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的规模可大可小，从张
罗二手甩卖到举办体育赛事都可以，您只
要尽情发挥创意即可。一旦您想好了活动
形式，请参考我们的指引，希望它可以帮
您高质高效并充满乐趣地办好这个筹款活
动。

活动概述：
欢迎大家发挥聪明才智，策划举办社区自
发筹款活动，与列治文医院基金会携手共
建一个更美好、健康的列治文！筹款活动
不拘形式，可以是晚会、艺术展，甚至生日
会。通过社区自发筹款活动，您还可以启
发、带动更多的朋友一起乐善好施。

活动时间：
社区自发筹款活动不限举办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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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参考

以下是过去几年间办过的部
分社区自发筹款活动，仅供参
考：
•.艺术展
•.拍卖会
•.面点售卖
•.平衡挑战赛
•.烤肉会
•.生日会
•.洗车活动
•.庆典活动
•.企业活动
•.音乐会
•.游戏竞技
•.娱乐活动
•.节日活动
•.晚会
•.高尔夫慈善赛
•.魔术表演
•.电影之夜
•.慈善售卖
•.才艺表演.
•.主题聚会
•.二手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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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筹办！

第1步：确定活动形式和要素
一旦您明确了活动形式（可参考过去的筹
款活动点子），您就可以开始考虑一些活
动要素，比如嘉宾和参与者分别有哪些，
以及哪些人可以在筹办活动的过程中帮助
您，思考这些可以让您更好地进入下一个
步骤。

第2步：设立筹款目标和执行计划
确定了活动参与者后就可以开始设定筹款
战略和目标了。别忘了可以多多联系朋友、
亲人、邻里、同事，甚至体育俱乐部等团
体里的小伙伴们。根据参与者的规模和情
况，就可大致估算出契合实际的筹款金额
或目标了。

第3步：向列治文医院基金会提交申请
表
请在举办活动前3-4周时填写并提交“社
区自发筹款活动申请表”，尽量提供相关
的细节和信息，让我们有足够时间来提前
审视您的活动。..

第4步：宣传推广您的活动
有很多很多办法可以来宣传您的活动，让
更多人知道这个善举，比如张贴海报、分发
传单、社媒发帖、口口相传等。如果您需要
基金会的支持，请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
非常乐意向您提供一些宣传推广的素材。

第5步：举办活动
活动举办前的两周里，您应当做
好相关的准备和安排，比如给活
动当天的后援团分配任务等。待
筹款活动那一天终于到来时，您
的帮手团队已就位、文字材料已
备好、筹款目标已确定，您也就
没什么好担忧的了，届时，您只
需尽情享受“乐善好施”带来的
喜悦即可。当然，别忘了带上活
动所需的许可证、签名单、认捐
文件等等。

第6步：活动后和我们联系
我们由衷祝贺您成功举办了您的
社区自发筹款活动，造福列治文
医疗系统，真心感谢您的善举！
活动之后，您可以统计出募集的
善款总额，在社媒上发布活动照
片，并向所有参与者表达谢意。
最后一步则是和基金会的活动专
员联系，在活动结束后的30天内
将善款交付给列治文医院基金
会，完成整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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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后的相关事项提示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的这次善
举.-.筹办社区自发筹款活动而喝彩！我们
都知道举办一场活动，无论形式和规模如
何，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
好好慰问一下自己和团队吧！以下是活动
之后一些收尾事项的提示：

•.表达谢意——古语有云，“一人拾柴火
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请您向所有
的支持者发出感谢，表达您有多么珍
视他们的付出和支持。

•.分享成功——记得广而告之您的活动
圆满成功了！让您的亲朋、同事、运动
伙伴，乃至孩子的学校都意识到他们
的支持直接给列治文的未来带来了积
极影响。

•.整理文书——集中并归整好所有的签
名单、税票表格或收款凭证。

•.集齐善款——可能会有人当天无法出
席活动但仍想捐款，或有人活动那天
没带钱包但想事后补捐，那么您在活
动后应跟他们联系并取得善款，借此
机会也正好亲自向他们表示感谢。

•.提交总结——我们非常希望了解您的
活动情况和相关经验。请在活动后提
交“活动情况总结表”，让我们获得您
的成功细节，分享您的成功喜悦。

•.致电我们——在集齐善款之后，您可以
随时联系我们协调善款的交付时间。
如果是支票，抬头请写：.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ATTN:.Independent.Community.Event.
7000.Westminster.Hwy.
Richmond,.BC,.V6X.1A2

如果您希望有一个捐赠仪式，请
致电我们协商时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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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筹备材料

网上链接
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申请表

活动筹备清单

税务票据指引

常见问题

活动情况总结表

您的活动有抽彩售卖吗？
对于设有抽彩售卖、宾果游戏、扑克比
赛、社交博彩、幸运转盘等环节的活动，
卑诗省政府要求主办方要事先取得适当
的执照。请登录政府官网获取申领该执照
的相关信息：https://www2.gov.bc.ca/
gov/content/sports-culture/gambling-
fundraising/gambling-licence-
fundraising

您的活动会提供酒精饮品吗？
如果活动临时或偶尔会提供酒精饮品，
那么主办方需获得“Special..Event.
Permits”（“特殊活动执照”）并遵守卑
诗省的酒类法规。关于特殊活动的相关信
息请查询：https://specialevents.bcldb.
com/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events-sc/community-events-form-sc/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6/Event-Planning-Checklist-2020-REV-SC.pdf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6/Tax-Receipting-Guide-2020-FINAL-REV-SC.pdf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6/Independent-Community-Post-Event-Summary-Form-REV-SC.pdf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ports-culture/gambling-fundraising/gambling-licence-fundraising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ports-culture/gambling-fundraising/gambling-licence-fundraising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ports-culture/gambling-fundraising/gambling-licence-fundraising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ports-culture/gambling-fundraising/gambling-licence-fundraising
https://specialevents.bcldb.com/
https://specialevents.bcld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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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医院基金会政策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保留随时撤出社区自
发筹款活动的权力，不承担活动可能产生
的任何费用。基金会也不承担任何相关的
法律或财务责任，不负责活动前后及活动
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个体或资产损失/损
害。.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的财政责任政策于
2012年7月1日生效，规定所有特定善款的
5%将用来支持「健康馈赠基金」和列治文
医院基金会的工作，从而为本地医护团队
提供他们救死扶伤所必需的核心服务、研
究条件和高端技术。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严格遵照加拿大税局
（CRA）的法规条例。如果慈善捐赠额
达到25加币或以上就可开具税务收据，
请向我们提供捐赠人的姓氏和名字、完
整的邮寄地址、捐赠金额、电子邮箱（若
有）和电话号码。注，以下门类无法开具
税务收据：抽彩票、游戏券、涉利礼品、
拍卖物、购买的物品或服务、受捐的服
务、宣传用的受捐物品、企业赞助等等。
如想了解最新的税务收据相关信息，请参
考该网址：https://www.canada.ca/en/
services/taxes/charities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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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我如何为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组织筹款活动？ 
请参考「社区自发筹款活动指引」，待确定活动类型和要素后，填写并提交在
线表格：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申请表，让我们知晓相关信息，更好地协助您办好
活动。如果您有任何需要，也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604.244.5252.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我如何获得税务收据？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严格遵照加拿大税局（CRA）的法规条例。.

如果慈善捐赠额达到$25或以上就可以开具税务收据，请向我们提供捐赠人
的姓氏和名字、完整的邮寄地址、捐赠金额、电子邮箱（若有）和电话号码。

以下门类无法开具税务收据：抽彩票、游戏券、涉利礼品、拍卖物、购买的物
品或服务、受捐的服务、宣传用的受捐物品、企业赞助等等。

如想了解最新的税务收据相关信息，请参考该网址：.https://www.canada.
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基金会可以帮忙办理活动的相关保险或执照吗？
基金会无法帮助办理任何保险或执照。活动的主办者有必要事先了解是否需
要某些执照或保险，并负责办好这些手续。

我在活动中可以使用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的标识吗？
一旦您的活动获得基金会的核准，您就可以在活动中根据我们的“商标指引”
来使用基金会的标识了。

基金会有推广材料在我的活动上分发吗？
我们很乐意提供一些推广传单或海报在您的活动上分发。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沟通相关信息。您可以来我们办公室取这些推广材料。此外，我们还有易拉
宝备用。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events-sc/community-events-form-sc/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events-sc/community-events-form-sc/
mailto:info%40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subject=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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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能承担全部或部分活动费用吗？
基金会无法报销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的任何费用。此外，筹办活动的费用也无法获
得税务收据，因此，我们建议筹办人适当进行预算。

我可以从募集的资金中扣除活动筹办的费用吗？
基金会无法报销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的任何费用。此外，筹办活动的费用也无法获
得税务收据，因此，我们建议筹办人适当进行预算。作为筹办人，您可以策划一些
不开税务收据的活动（如拍卖、博彩等），用这些收入来报销活动的筹办经费，然
后把其他的善款交付基金会。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可以帮助推广我的活动吗？
基金会很乐意根据情况在我们官网的「社区活动预告」页面上和我们的社媒频道
上帮助宣传您的活动。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会派代表参加我的活动吗？
基金会很感激每一个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的组织者，但我们的力量有限，肯定无法
出席每一场活动。请您联系我们告知您的需求，我们一定竭尽所能提供支持。

活动举办前多久要通知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请在活动举办前3-4周通知基金会，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审视和讨论您提交的.
“社区自发筹款活动申请表”。

我们可以有一个捐赠仪式吗？ 
当然可以。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很乐意同您及您的筹款团队举办一个捐赠仪式。请
和我们联系并商议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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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我可以为我募集的善款指定用途吗？
当然可以。如果您对列治文医院或社区医护中的某个领域情有独钟，我们很愿意
配合您，确保您的善款直接投入到您想支持的领域。从综合基金到医院家具，无
论您选择捐赠哪个领域，列治文医院都万分感激。我们的员工也很乐意向您提供
相关信息，告知您当前最急需资助的一些领域。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会在报纸刊登我的活动情况吗？ 
活动结束后，如果您需要，基金会很乐意制作一个通讯稿，但是最终能否发布得
取决于各家媒体。

我如何将善款交付给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善款可以当面亲自递交到基金会办公室，也可以通过邮递的方式（注：现金不能
邮递）。当您向我们交付善款时，请附带一个简要的活动总结，阐述善款金额、参
与人数、难忘时刻，并可以提供任何活动照片。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向您、您的团
队和此次活动道贺。

善款支票的抬头请写：.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ATTN:.Independent.Community.Events.
...7000.Westminster.Hwy. .
...Richmond,.BC,.V6X.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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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ATTN:.Independent.Community.Events.
7000.Westminster.Hwy.
Richmond,.BC. V6X.1A2

慈善机构注册号码:..11911.8883.RR0001

电话:.604.244.5252

传真:..604.244.5547

网站:..
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电子邮件:..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Facebook:..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Twitter:.@RichmondHspFdn

Instagram:..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LinkedIn:./company/richmond-hospital-
foundation

微信:.

感谢您！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mailto:info%40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https://twitter.com/richmondhspfdn/
https://www.instagram.com/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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