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F 光復樓籌款 Q&A

項目
籌款

問題

說明

為什麼叫千手 盼望藉此活動凝聚美國各地上千位，橫跨所有畢業年級的旅美校友，同
相攜？
心合力, 攜手參與捐款, 展現飲水思源，對母校的關愛以及對後生晚輩
的支持。
美國校友的捐 光復樓於 2021 年 7 月 5 日開工, 除了修復保固建築物本身外，急需內部
款目標是什
設備和工程預備金,【至少】100 萬美元，多多益善。
麼?
1）感謝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打先鋒, 於 2021 年 7 至 8 月間完成第一波
的籌款活動, 共計有 800 多位美國校友參加，募集$616,946 美元。
2）第二波籌款，由 ABAF、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大紐約區北一女校友會
聯合主辦，推廣至全美 50 州的校友。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底募
集 40 多萬美元。
3) 2022 年 3 月開始，ABAF 仍將繼續接受校友爲光復樓的捐款。
不是校友可以 可以. 歡迎非校友捐款。
捐款嗎?

造冊

捐款人的哪些 我們會將所有捐款$30 元以上校友的名字造冊公告在 ABAF 的網站上,最
資料會送交母 後彙整南加州的籌款名冊, 一併送回母校保存於重建後的光復樓資料
校和公告在網 室。
站上？
名冊上只會出現捐款校友的高中畢業年屆及中文姓名，初中部或新聯加
上畢業年份及中文姓名, 不會顯示捐款人其他訊息及捐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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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冊

非校友的名字 不會，但非校友的捐贈會呈現在榮譽名單上，也可以在美國減稅，同時
會在造冊名單 歡迎用 in honor of 北一女師長/校友的形式參加造冊
裏嗎?

紀念品 2022 年 3 月 不會。 絲巾纪念品是爲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捐款的校友凖備
1 日以後捐款 的。
還可以得到紀
念品嗎？
捐款

捐款可減稅
嗎?

ABAF 是 501(C)3 非營利公益組織，可以提供捐款人報稅收據。

我可以用我的 可以.請在表上註明，我們會和您直接進一步聯繫, 提供辦理手續的資
IRA or QCD 來 料 。See sample instruction letter at the end.
捐款嗎？
可以用公司
Matching
Program 捐款
嗎?

很多公司在員工捐款給慈善團體時會提供相等金額的捐款。例如您捐款
$100，公司也相對捐出$100。ABAF 的 EIN #: 84-2078469 請在認捐表上填
寫 matching 的款額. 我們會和您進一步聯繫, 提供所需資料.萬一 ABAF
沒出現在貴公司的 nonprofit database, 請聯絡 HR 部門提供表格，將 ABAF
加入相關 database.

誰會寄捐款收 ABAF 會用電郵寄給您收據
據給我？
如果沒有收到 請詢問 ABAFguangfu@gmail.com
收據怎麼辦？
收據上面的英 是的。認捐表上面的捐款人英文名字可以為個人，也可以為公司或
文名字一定要 Trust。但 ABAF 的收據必須開給實際付款人的名字。
是實際付款人
的名字嗎?
例如，若用他人支票或 Zelle 代爲捐款，收據上的名字將不能更換。
捐款手續

1. 填寫認捐表請看 https://www.abaf.org/
2. 送出表 1~2 分鐘後將收到 confirmation email,內有 confirmation
number 和付款須知.若不見 confirmation email 請先查 Junk Mails.
3. 捐款方法:
a. Zelle: 請使用連結付款至: ABAFguangfu@gmail.com
請務必在 Zelle Memo 欄上註明 confirmation number
b. 支票: 抬頭為 ABAF, 請在 Memo 寫上：confirmation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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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協助填寫 請 email Helpline: ABAFguangfu@gmail.com
電子認捐表或
有問題時, 可
以找誰幫忙?

See Sample Instruction Letter on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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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Donor,
Please write an instruction letter or contact your IRA or Donor Advised Fund administering company to fill out
necessary forms with ABAF information.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abaforg@gmail.com should you encounter
any questions.

Below is a sample Instruction Letter for your convenience:
Dear Sir or Madam:
This letter serves as my request to make a direct charitable distribution out of my Individual Retirement (or
Donor Advised Fund) Account # [Account Number]. Please send me the appropriate forms in order to initiate a
check or wire transfer ou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account.

I.

●

in the amount of $___________

●

payable to American Beiyinu Alumnae Foundation

●

Charity Name : American Beiyinu Alumnae Foundation
Tax ID/EIN: 84-2078469
Charity Mailing Address: 385 S. Lemon Ave., Unit E312, Walnut, CA 91789
Charity Contact & Phone: Nienhwa Cheng, 323-899-5568 or 650-455-2184

By Check
Please mail the check to:
American Beiyinu Alumnae Foundation
385 S. Lemon Ave, Unit E312
Walnut CA 91789

II. By Wire Transfer
Bank name:
Bank address:
ABA routing number (domestic):
Swift code (international):
Account name:
Account number:

Bank of America
1605 S. Azusa A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026009593
BOFAUS3N
American Beiyinu Alumnae Foundation
325126888687 (Guangfu project)

In your transmittal to American Beiyinu Alumnae Foundation, please reference my name and address as the
donor of record, and copy me on your transmittal.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need to contact me, I can be
reached at (cell number).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Sincere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