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約定條款 

1. 約定銀行每月 25 日為轉帳基準日(如遇假日則順延) ，請於每月 25 日前確認您的帳戶中

的餘額，以利扣款轉帳作業。 

2. 約定書人帳戶存款不足時，同意芥菜種會次月再進行轉帳扣款。 

3. 約定書人要變更前頁所述約定，如轉帳銀行帳號、扣款金額、增加認養等，應於一個月前

再次填寫本授權書，勾選□變更授權資料，郵寄或傳真通知芥菜種會。 

 

填 寫 需 知 

親愛的捐款人： 

感謝您利用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因為您的支持，我們將有更充份的資源，為更多的兒童

做更完善的服務。填這份授權書之前，請您詳閱下列事項，使本會能夠正確、迅速的處理您

的資料。 

1. 本授權書一式三份，您可來電索取，為自動複寫，您只要用力填寫第一聯即可。填寫完，

請將一式三份之授權書全部寄回本會。 

若您是在網站上下載此份表格，請填寫三份後，分別用印，再全部寄回本會。 

2. 並請勿塗改，若有塗改，請加蓋原留印鑑。 

3. 可辦理轉帳扣繳之金融機構共計300多家，請上彰化銀行官網查詢或來電詢問(02)7705-9292。 

4. 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之手續費，皆由本會負擔，捐款人不必負擔手續費。 

5. 即日起，利用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者：為節省郵資，收據統一於隔年報稅前(4月)
統一寄發。 

6. 捐款用途指定為認養費，將在認養配對完成當月才開始第一筆扣款，其餘用途均在送銀行

審核原留印鑑完成後即開始第一筆扣款。 

7. 若有捐款人基本資料之異動（如：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請務必以電話或email

通知本會即可。 

8. 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詢問(02)7705-9292或email至support.hq@mustard.org.tw 

 

 

 

 

 

 

 

        

本會基於社會服務及非營利組織業務等特定目的之合理關聯範圍內，向您蒐集上開資料，依

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需求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並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處理及使用相關資料以

提供資訊或服務。若您請求個資法第 3 條所定權利，請聯繫 support.hq@mustard.org.tw。您亦可拒

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可能無法及時享有本會提供相關活動與獲取各資訊之權利。 



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 授 權/變更授權 書 

授權   變更授權資料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同意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透過台灣票據交換

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依照表列資料，自本人存款帳戶劃付慈善捐款，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灣

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委繳戶即日起改變表列資料慈善捐款轉帳授權。 

發動者名稱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 發動者統一編號 04130379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行名稱 彰化銀行晴光分行 發動行代號 0099721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資料 

存戶戶名： 

(捐款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收據地址）：□□□ 

E-mail： 

1：□銀行轉帳：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請依存褶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2：自即日起到您通知取消或變更授權為止，請您勾選您的選項：  

 捐款用途：□支持本會各項服務  □兒少安置照顧  □職業培訓  □社區家庭服務  

 □長者服務  □海外服務  □其他          用途 

   捐款金額 : □         元/月  □         元/年   □         元/單筆 

 認養：□ 我首次參加認養 □ 新增認養（已是認養人），認養＿＿名兒童青少年(認養費新台幣 1000元/月/名) 希

望幫助：□國內弱勢兒少 □海外貧童 □不限定，扣款周期 □月繳 □年繳 

   並，每年12月另捐春節禮金，每童       元; 每年2、9月另捐開學禮金，每童       元; 

每年另捐生日禮金，每童       元; 每年另捐          禮金，每童       元。 

□我願意在等待配對與替換期間，轉作一般捐款，支持本會各項服務。 

 助養(無指定對象) : □        元/月  □        元/年   □        元/單筆 

              

立約定書人(委繳戶): 

 

 

簽章(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銀行              分行 

 

負責人:                 經辦: 

收據資料：□ 同存戶  

□ 收據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即日起，您若已提供身份證字號，本會即將您的捐款資料，提供給國稅局辦理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 

日後當您申報減除捐贈扣除額時，免再檢具紙本捐款收據，即可完成申報。 

訊息來源：□本會刊物 □DM □海報 □網路 □公車 □捷運燈廂 □店頭電視 □親友 □廣播  

          □報章雜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刊  物：□愛護地球，只訂閱電子報 □免費紙本刊物+電子報   

□兩者都不用寄，會自行上網瀏覽官網 http://www.mustard.org.tw/ 

備註： 

1. 本授權書填妥一式三聯均要用印，再全部寄回本會，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4 號 9 樓之 2 

2.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詢問(02)7705-9292   傳真: (02)2999-7203 

        

ACH 自動轉帳之銀行 
審核作業需時 1-2 個月 

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分行 

填寫前請詳閱填寫需知 
並 請 勿 塗 改 



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 授 權/變更授權 書 

授權   變更授權資料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同意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透過台灣票據交換

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依照表列資料，自本人存款帳戶劃付慈善捐款，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灣

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委繳戶即日起改變表列資料慈善捐款轉帳授權。 

發動者名稱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 發動者統一編號 04130379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行名稱 彰化銀行晴光分行 發動行代號 0099721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資料 

存戶戶名： 

(捐款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收據地址）：□□□ 

E-mail： 

1：□銀行轉帳：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請依存褶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2：自即日起到您通知取消或變更授權為止，請您勾選您的選項：  

 捐款用途：□支持本會各項服務  □兒少安置照顧  □職業培訓  □社區家庭服務  

 □長者服務  □海外服務  □其他          用途 

   捐款金額 : □         元/月  □         元/年   □         元/單筆 

 認養：□ 我首次參加認養 □ 新增認養（已是認養人），認養＿＿名兒童青少年(認養費新台幣 1000元/月/名) 希

望幫助：□國內弱勢兒少 □海外貧童 □不限定，扣款周期 □月繳 □年繳 

   並，每年12月另捐春節禮金，每童       元; 每年2、9月另捐開學禮金，每童       元; 

每年另捐生日禮金，每童       元; 每年另捐          禮金，每童       元。 

□我願意在等待配對與替換期間，轉作一般捐款，支持本會各項服務。 

 助養(無指定對象) : □        元/月  □        元/年   □        元/單筆 

              

立約定書人(委繳戶): 

 

 

簽章(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銀行              分行 

 

負責人:                 經辦: 

收據資料：□ 同存戶  

□ 收據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即日起，您若已提供身份證字號，本會即將您的捐款資料，提供給國稅局辦理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 

日後當您申報減除捐贈扣除額時，免再檢具紙本捐款收據，即可完成申報。 

訊息來源：□本會刊物 □DM □海報 □網路 □公車 □捷運燈廂 □店頭電視 □親友 □廣播  

          □報章雜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刊  物：□愛護地球，只訂閱電子報 □免費紙本刊物+電子報   

□兩者都不用寄，會自行上網瀏覽官網 http://www.mustard.org.tw/ 

備註： 

1. 本授權書填妥一式三聯均要用印，再全部寄回本會，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4 號 9 樓之 2 

2.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詢問(02)7705-9292   傳真: (02)2999-7203 

        

ACH 自動轉帳之銀行 
審核作業需時 1-2 個月 

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分行 

填寫前請詳閱填寫需知 
並 請 勿 塗 改 



委託轉帳代繳慈善捐款 授 權/變更授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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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依照表列資料，自本人存款帳戶劃付慈善捐款，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灣

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委繳戶即日起改變表列資料慈善捐款轉帳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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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收據地址）：□□□ 

E-mail： 

1：□銀行轉帳：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請依存褶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2：自即日起到您通知取消或變更授權為止，請您勾選您的選項：  

 捐款用途：□支持本會各項服務  □兒少安置照顧  □職業培訓  □社區家庭服務  

 □長者服務  □海外服務  □其他          用途 

   捐款金額 : □         元/月  □         元/年   □         元/單筆 

 認養：□ 我首次參加認養 □ 新增認養（已是認養人），認養＿＿名兒童青少年(認養費新台幣 1000元/月/名) 希

望幫助：□國內弱勢兒少 □海外貧童 □不限定，扣款周期 □月繳 □年繳 

   並，每年12月另捐春節禮金，每童       元; 每年2、9月另捐開學禮金，每童       元; 

每年另捐生日禮金，每童       元; 每年另捐          禮金，每童       元。 

□我願意在等待配對與替換期間，轉作一般捐款，支持本會各項服務。 

 助養(無指定對象) : □        元/月  □        元/年   □        元/單筆 

              

立約定書人(委繳戶): 

 

 

簽章(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銀行              分行 

 

負責人:                 經辦: 

收據資料：□ 同存戶  

□ 收據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即日起，您若已提供身份證字號，本會即將您的捐款資料，提供給國稅局辦理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 

日後當您申報減除捐贈扣除額時，免再檢具紙本捐款收據，即可完成申報。 

訊息來源：□本會刊物 □DM □海報 □網路 □公車 □捷運燈廂 □店頭電視 □親友 □廣播  

          □報章雜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刊  物：□愛護地球，只訂閱電子報 □免費紙本刊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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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 自動轉帳之銀行 
審核作業需時 1-2 個月 

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分行 

填寫前請詳閱填寫需知 
並 請 勿 塗 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