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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稅務局 - 登記資料料 （必須填寫）
重要事項 ： 如未能提供相關資料料，或相關資料料已於 (A) 稅務局 - 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名單 / (B) 香港警務署 
- 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或分⽀支機構名單中被剔除，恕我們將不能接受有關申請。 

請根據香港法例例第112章《稅務條例例》第88 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名單以⽬目前最
新的資料料 ( https://www.ird.gov.hk/chi/tax/ach_index.htm )，填寫以下內容 ： 

慈善機構名稱 中⽂文

English

前稱 (如有） 中⽂文

English

稅務局存檔號碼

⽣生效⽇日期

第⼆二部份 : 公司註冊署 /  社團註冊  - 登記資料料  (如有）
重要事項 ： 由於「保單捐贈」主要涉及《公司條例例》，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根據香港法例例第622章《公
司條例例》公司註冊署的機構之現⾏行行準確註冊名稱作為搜尋標準。 

請根據最新香港法例例第622章《公司條例例》的由公司註冊處發出的公司註冊證明書或電⼦子查冊資料料 （ https://
www.icris.cr.gov.hk/csci/ ）註冊記資料料，填寫以下內容 ： 

公司註冊名稱 中⽂文

English

公司註冊編號

成立⽇日期

「⽣生命傳愛⾏行行動 - 保單捐贈」 
主辦機構 - 保協慈善基⾦金金 及 「⽣生命傳愛⾏行行動」並由香港保險從業⼈人員協會「保協」全⼒力力⽀支持 
地址 ： 香港北⾓角蜆殻街9 -23號秀明中⼼心23樓A-D室   電話 ： 2570 1525     傳真號碼 ： 2969 0277    
官⽅方網址 ： www.policydonation.org.hk        電郵地址：lifecare@luahk.org                                                                                      

https://www.ird.gov.hk/chi/tax/ach_index.htm
https://www.icris.cr.gov.hk/c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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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署 - 社團註冊資料料 
重要事項 ： 只適合未有公司註冊資料料的慈善機構填寫。 
請根據香港法例例第151章《社團條例例》第11(1)條的由香港警務處發出的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
或分⽀支機構名單 （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srr012n.pdf ）所登記⽬目前最新的資料料，填
寫以下內容 ：  

社團註冊名稱 中⽂文

English

社團註冊編號

第三部份 「保單捐贈」- ⽀支持慈善機構 【公開資料料】 
重要事項 ：(1) 資料料準確性 : 有關資料料由慈善機構提供，純屬⾃自願性質，請盡量量確保資料料的準確性，我們會
將相關資料料會上載於「保單捐贈」⽀支持機構搜尋引擎及資料料庫，供公眾⼈人⼠士查詢。 

(2) 資料料更更新：⽬目前「保協慈善基⾦金金 - 保單捐贈」按慈善機構不定時需要作此部份內容更更新，我們現在正積極
籌備作系統提升，期望不久將來來予各⽀支持慈善機構⾃自⾏行行作資訊更更新。

辦事處地址

官⽅方網站地址

YouTube 官⽅方頻道

機構簡介 YouTube 短⽚片

Facebook 搜尋字詞 

微信公眾號

Instagram #主題標籤 

附件
機構標誌 - 圖像檔案 (AI / PDF /Jpg / Jpeg ）  
稅務條例例第⼋八⼗十⼋八條獲豁免繳稅證書 
公司註冊署 /  社團註冊證明⽂文件

「⽣生命傳愛⾏行行動 - 保單捐贈」 
主辦機構 - 保協慈善基⾦金金 及 「⽣生命傳愛⾏行行動」並由香港保險從業⼈人員協會「保協」全⼒力力⽀支持 
地址 ： 香港北⾓角蜆殻街9 -23號秀明中⼼心23樓A-D室   電話 ： 2570 1525     傳真號碼 ： 2969 0277    
官⽅方網址 ： www.policydonation.org.hk        電郵地址：lifecare@luahk.org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srr012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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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類 （可選多項）

第四部份 - 機構聯聯絡資料料 (只供內部使⽤用)
「保單捐贈」的成功，賴以保險從業員，保險公司及慈善機構多⽅方⾯面的通⼒力力合作。我們將不定期與慈善機構
合作推出公益活動。因此，我們需要貴 機構提供相關內部資料料，與我們「保協慈善基⾦金金- 保單捐贈」保持機
構之間的聯聯系，共同提升「保單捐贈」的推廣效率，締造了了多贏局⾯面。有關資料料，僅供內部⾏行行政之⽤用。

負責⼈人

部⾨門 / 職位 

電郵地址

電話號碼

本機構同意將網⾴頁內介紹或直接連接(hyper-link)到⾄至「保單捐贈」及「⽣生命傳愛」網
址，以推廣「⽣生命傳愛⾏行行動 」。 
本機構願意將「⽣生命傳愛⾏行行動 - 保單捐贈」( www.policydonation.org.hk ) 網⾴頁直接連
結⾄至本機構捐贈資訊網⾴頁。

機構申請代表  簽名 申請⽇日期

「⽣生命傳愛⾏行行動 - 保單捐贈」 
主辦機構 - 保協慈善基⾦金金 及 「⽣生命傳愛⾏行行動」並由香港保險從業⼈人員協會「保協」全⼒力力⽀支持 
地址 ： 香港北⾓角蜆殻街9 -23號秀明中⼼心23樓A-D室   電話 ： 2570 1525     傳真號碼 ： 2969 0277    
官⽅方網址 ： www.policydonation.org.hk        電郵地址：lifecare@luahk.org                                                                                      

滅貧扶貧 Poverty Alleviation 

宗教信仰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緊急救援 Emergency Relief 

社區發展 Social  Development 

藝術、⽂文化與遺產 Arts，Culture & Hertiage 

公益科技 Social Technology 

兒童及⻘青少年年 Child & Youth Services 

殘疾權益 Disability Right 

社會公融 Social Inclusion 

公益教育 Social Education2 

促進健康 Advancement of Health 

公⺠民意識 Civil Awareness  

普及運動 Sport For All 

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長者安老 Aged Care 

動物福利利 Animal Welfare 

新來來港及跨境家庭 New Arrival & 
Cross-boundary Family

http://www.policydonatio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