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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醫院基金會一直以「喜樂」作為核心意
念。我們期望啟發大家快樂施予，因為捐贈帶
來的喜樂就是知道自己有份幫助解決問題，是
超越個人的目標，知道自己是幫助鄰舍，推動
社區健康及進步的一分子。這正是眾人一起共
創美滿的人生。

因為有眾多慈心人士慷慨解囊，列治文的醫院
和社區護理團隊才得以持續提供卓越的醫護
服務來滿足不斷增長、多元化及老化的人口需
要。

我們誠心期望能夠啟發閣下樂善好施的人生，
為列治文創設更美好及更健康的將來 。 

體驗快樂施予就是喜樂人生。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列治文) 為我們身處的社
區提供廣泛醫護服務，一直致力於病人的福
祉。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列治文) 服務範疇不僅
涵蓋列治文醫院的急診醫護設施，更包括基層
健康診所、長期護理設施、精神健康、戒除癖
癮設施以及家居護理等。能夠為整個列治文
社區提供世界級的醫護服務，溫哥華沿岸衛生
局(列治文)引以為傲 。

關於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關於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列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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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者：
列治文及低陸平原的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都可
以籌辦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為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募集善款。

活動概述：
您可以策劃舉辦社區自發籌款活動，與列治文醫
院基金會攜手共建列治文更美好和更健康的將
來；活動可以是表演會、藝術展甚至生日派對，藉
以啟發其他人樂善好施，創造喜悅人生。

活動時間：
社區自發籌款活動可以在任何日子、任何時間舉
行。

活動目的：
捐贈的喜樂在於明瞭自己能助人排難解困，成就
超越個人，透過協助鄰里，推動社區健康繁榮發
展。

如何籌辦：
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的規模可大可小，由出售家居
雜物以至運動比賽都可以，您只要盡情發揮創意
即可。當您決定了活動形式之後，請參考此指南，
希望它可以幫您更便捷 、 有效和有趣地辦好這
個籌款活動。

社區自發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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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形式參考

以下是過去數年曾舉辦過的社
區自發籌款活動：
• 藝術展
• 拍賣
• 烘焙品義賣
• 平衡力挑戰
• 燒烤會
• 生日派對
• 洗車籌款
• 慶祝會
• 公司活動
• 音樂會
• 比賽及遊戲
• 娛樂表演 
• 節慶 
• 表演會
• 高爾夫球賽
• 魔術表演
• 電影晚會
• 攤位義賣
• 天才表演 
• 專題派對 
• 庭園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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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確定活動形式
當確定了活動形式之後（可參考《籌款範
例》），您便要考慮誰人將會出席、參與或
者到場觀賞；及早考慮哪些人可以支援您
去作出策劃及組織，能有助您進入下一個
步驟。

第二步：設定籌款目標和策略
透過確定誰人將會出席活動，能助您設定
籌款策略和各個目標。別忘記通知您的朋
友、家人、鄰里、同事，甚至運動隊友和自
己所屬的團體等。根據參與者的規模和情
況，就可大致估算出契合實際的籌款金額
或目標了。

第三步：向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提交 
申請表
填寫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申請表格及所有 
相關資料，讓我們了解關於該活動的詳盡
資料。申請表格須於活動前1至2星期遞
交，讓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有充足時間審閱
您的活動細節。  

第四步：活動推廣
要推廣您的活動，達至最廣闊的接觸面有
很多不同渠道，例如海報、宣傳單張、在社
交媒體帖文以及口頭轉達都是好方法，若
您需要更多支援就別忘記聯絡列治文醫院
基金會，我們樂於提供推廣素材！

第五步：舉辦您的活動！
活動舉辦前的兩星期，您應當做好相關
的準備和安排，比如給活動當天的後援團
分配任務等。當活動日子最終來臨，有您
的支援團隊在旁、文件齊全和籌款目標明
確，一切再不用擔心。屆時，您只需好享受
箇中樂趣！當然，不要忘記帶備所需的活
動許可證、簽到表及認捐文件等等。

第六步：在活動後聯絡我們
恭喜您成功舉辦社區自發籌款活動，惠及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感謝您的努力！請在
活動完結後，統計所籌得的款項，把活動
照片上載至社交媒體，並向參加者致謝。
最後一步則是和基金會的活動專員聯繫，
在活動結束後的30天內將善款交付給列
治文醫院基金會，完成整個流程。

準備、就位、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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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為自己的這次善舉 - 
籌辦社區自發籌款活動而喝彩！不論活動規模大
小，我們都肯定您所奉獻出的時間與精力，必須
向您個人及支援團隊致敬！以下一些提示，能助
您為活動劃上完美句號： 

• 表達您的謝意 – 向所有支持者發送感謝卡
以表達感激之情，英文有 “There is no I in 
TEAM.”之說，意思是：「孤掌難鳴，齊心成
事」。 

• 分享功勞– 別忘記告知所有人您的活動成果，
讓您的朋友、家人、同事、運動隊友和子女的
學校知悉，在他們的支持下直接改善了列治
文的未來。 

• 確保文件妥備 – 若有任何簽到表、報稅收據
申請表又或收集捐款文件，請把它們收納整
齊並妥為分類。  

• 收齊所有捐款 – 若活動當天有未能親身出席
的友人承諾了捐款，又或有家人未能夠即席
付款，請向他們收取捐款，也正好趁機親自向
他們道謝。  

• 聯絡我們  – 收集好所有捐款後，請與列治文
醫院基金會聯絡，商討轉交捐款的合適時間，
支票抬頭為：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7000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BC, V6X 1A2  

如欲舉行支票遞交儀式，請知會我們共商一個雙
方同意的日子和時間來進行儀式。

活動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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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連結
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或本指南中找到更多資訊。
請點擊以下鏈結：

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申請表

活動策劃清單

報稅收據指南

常見問題

您的活動有否涉及抽獎或50/50 
(即「半數捐款半數博彩」)？
按卑詩省政府規定，任何博彩活動包括抽獎、 
賓戈遊戲、撲克、社交博彩及幸運輪都必須領取
相關牌照許可。您可以在此網頁找到有關許可證
的更多資料及作網上申請(點擊開啟網頁)。

活動期間會否供應酒類？
按卑詩酒類管制條例規定，任何臨時提供酒類 
的活動主辦者都必須申領特別牌照許可 。查閱
詳情請登入特別活動網站(點擊開啟網頁) 。

更多策劃活動資料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ports-culture/gambling-fundraising/gambling-licence-fundraising
https://alpha.gov.bc.ca/gov/content/employment-business/business/liquor-regulation-licensing/liquor-licence-permits/apply-for-liquor-licence-permit/special-event-permit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tc/events/community-fundraiser-application/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2/12/Event-Planning-Checklist-2022-TC.pdf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2/12/Tax-Receipting-Guide-2022-TC.pdf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3/01/FAQs-2022-TC.pdf


社區自發籌款活動指南 9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政策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保留隨時退出社區自發籌款
活動的權利並不會承擔任何相關開支，而對活動
舉行前後或期間所引致的索償、人身意外或財物
損失，基金會也不會承擔任何法律或財務上的責
任。  
 
根據2012年7月1日生效的列治文醫院基金會轄下
財務責任政策，所有捐款的百分之五將用於支持
「健康饋贈基金」及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的運作費
用，讓區內醫護團隊提供基要服務、研究及先進
技術以照料當區病人。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將根據加拿大稅務局 (CRA)
的法規，向價值$25或以上的慈善捐贈發放報稅
收據，請向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提供捐款人姓名、
郵遞地址、捐款數目及電郵地址(如有的話)和電
話號碼。不合資格領取報稅收據的則包括：抽獎
卷、博彩卷、涉及利益的捐贈、拍賣品、已付款的
貨品或服務、服務捐贈，以及為廣告宣傳或公司
贊助而捐出的物品。請登入網頁，查閱報稅收據
的最新詳情。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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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為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籌款？ 
首先請您參閱《社區自發籌款活動指南》，當準備好後請填妥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網上 
申請表，讓基金會掌握全面資料以協助您的籌款活動所需，若您需要協助，請致電或 
以電郵聯絡我們：  
 
   604 244 5252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我如何能取得報稅收據？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是按加拿大稅務局 (CRA)的法規來發放報稅收據。 

任何價值$25或以上的慈善捐贈將獲發報稅收據，請向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提供捐款人 
姓名、郵遞地址、捐款數目及電郵地址(如有的話)和電話號碼。

以下類別不合資格領取報稅收據，包括：抽獎卷、博彩卷、涉及利益的捐贈、拍賣品、 
已付款的貨品或服務、服務捐贈，以及為廣告宣傳或公司贊助而捐出的物品。

請登入網頁，查閱報稅收據的最新詳情。 
 
 
基金會能代我安排活動所需的保險或許可證嗎？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不能為您的活動申請保險或許可證。活動的主辦者有必要事先了解是
否需要某些執照或保險，並負責辦好這些手續。  
 
 
我舉辦的活動能否使用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的商標？
可以，當您的活動申請通過了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審批之後，您便可以按照基金會之商標
與名稱使用指引來使用基金會標誌。 
 
 
您們宣傳材料來助我有推廣活動嗎？
我們樂於協助，能有限量提供基金會小冊子(英文、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 。基金會「易
拉架」也視乎情況可供借用。請聯絡我們查詢更多詳情。

常見問題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taxes/charities
mailto: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tc/events/community-fundraiser-application/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tc/events/community-fundraiser-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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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會否承擔全數或部分活動開支？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無法報銷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的任何費用。此外，籌辦活動的費用也 
無法獲得稅務收據，因此，我們建議籌辦人適當進行預算。 
 
 
我可以從籌款所得扣除活動開支嗎？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無法報銷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的任何費用。此外，籌辦活動的費用也 
無法獲得稅務收據，因此，我們建議籌辦人適當進行預算。作為主辦者，您可以舉辦一
些不獲發報稅收據的項目(例如：拍賣、博彩遊戲等)，然後用該等項目的收益來補償開
支，而餘下的淨收入將繳付給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會否派代表出席我的活動嗎？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非常感激每位舉辦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的有心人，可惜受資源所限難
以派員出席所有活動。請聯絡我們以了解您的活動所需，我們將竭盡所能提供協助。 
 
 
舉辦社區活動行之前，需要預早多少時間通知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請預早在活動舉行日期之前1至2個星期通知，讓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有充足時間去審視
您的「社區自發籌款活動申請表」。 

可否安排善款支票遞交儀式？ 
可以，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樂於為您和您的籌款團隊安排善款支票遞交儀式，請聯絡我們
共商一個雙方同意的日子和時間來進行儀式。

常見問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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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指定善款用途？ 
絕對可以。若您決意要協助列治文醫院內或社區上的某個項目，我們將與您合力確保所籌善
款直接投放於該項目。由一般開支以至醫院傢俱，無論您選擇捐贈哪個項目，列治文醫院都
萬分感激。我們的職員樂於提供資訊，讓您了解院方最急需支援之處。 

我如何把所籌得善款交予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您可以親身前往列治文醫院基金會辦公室直接遞交善款，又或透過郵遞（注：請不要郵寄現
金）。當遞交善款時請附上活動簡短總結，包括所籌得善款總數、出席者總數、活動難忘時刻
及期間拍下的照片，所有資料都有助我們更好地跟您和您的團隊，共同慶祝活動圓滿舉行！

善款支票的抬頭請寫：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7000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BC, V6X 1A2 

常見問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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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ATTN: Community Fundraiser 
7000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BC V6X 1A2

慈善機構註冊號碼: 11911 8883 RR0001

電話: 604 244 5252

傳真:  604 244 5547

網頁: 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電郵: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Facebook: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Twitter: @RichmondHspFdn

Instagram: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LinkedIn: /company/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微信:

聯絡我們

感謝您！

https://www.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mailto: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https://twitter.com/RichmondHspFdn
https://www.instagram.com/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