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ＡＣＨ自動轉帳款授權書
ＡＣＨ自動轉帳款授權書
□ 授權

□取消授權

□變更授權資料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

茲同意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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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人存款帳戶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交付該會作為本人捐贈該
會之款項。本人並己詳閱及同意各項約定條款。
發動行：玉山銀行－北投分行

發動行代號：8080864

發動者：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統 一 編號：25694767

交易代號：530 慈善捐款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資料
(必填)存戶身份證字號

存戶姓名

電話：(公)

(宅)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請用正楷填寫)
E-mail: (請用正楷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

銀行轉帳：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帳號：請依存摺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ACH 自動轉帳之銀行審核作
業需時約 1-2 個月

立約定書人(
立約定書人(委繳戶）
委繳戶）: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銀行

簽章(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負責人:

分行

經辦:

捐款資料（同戶中若有不同捐款者，
同戶中若有不同捐款者，也請詳填明細）
也請詳填明細）
扣 款 方 式
護 持 期 間
各項護持代碼
捐款人姓名

定期扣款：□每月 15 號
民國

年

□每年 15 號

月

至 民國

年

月，共計

次

註:未填寫轉帳起迄時間，
未填寫轉帳起迄時間，以收到授權書日為起始，
以收到授權書日為起始，轉帳直到授權人通知本會停止轉帳為止。
轉帳直到授權人通知本會停止轉帳為止。
１.弘法專用 ２.法寶流通 ３.道場禪林建置維修 ４.其他(
各項護持代碼

護持金額

收據抬頭

)
收據抬頭身份證字號／公司統一編號

收據處理：□按月寄發 □免寄收據 □年度總匯寄發

合 計(新台幣)

若本次不及扣款同意原佛會於次一作業日處理□是□否

若扣款不成功同意原佛會於次一作業日補扣□是□否

原佛會審核使用欄（此欄由原佛會填寫）

授權書單號：

元整
建立日期：

願意收到以下資訊，
□正法之光雜誌印刷版（請填通訊地址）
願意收到以下資訊，請勾選（
勾選（可複選）
可複選）
□活動及課程通知（請留 email 或手機號碼）□電子報（請留 email）□正法之光雜誌電子檔（請留 email）
註:授權書一式三聯,
授權書一式三聯,填妥用印後，
填妥用印後，全部寄回本會。
全部寄回本會。請寄:
請寄:１１２９９北投郵局第
１１２９９北投郵局第５６８
北投郵局第５６８號信箱
５６８號信箱。
號信箱。
第一聯：
第一聯：金融機構留存聯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ＡＣＨ自動轉帳款授權書
ＡＣＨ自動轉帳款授權書
□ 授權

□取消授權

□變更授權資料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

茲同意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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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人存款帳戶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交付該會作為本人捐贈該
會之款項。本人並己詳閱及同意各項約定條款。
發動行：玉山銀行－北投分行

發動行代號：8080864

發動者：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統 一 編號：25694767

交易代號：530 慈善捐款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資料
(必填)存戶身份證字號

存戶姓名

電話：(公)

(宅)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請用正楷填寫)
E-mail: (請用正楷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

銀行轉帳：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帳號：請依存摺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ACH 自動轉帳之銀行審核作
業需時約 1-2 個月

立約定書人(
立約定書人(委繳戶）
委繳戶）: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銀行

簽章(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負責人:

分行

經辦:

捐款資料（同戶中若有不同捐款者，
同戶中若有不同捐款者，也請詳填明細
也請詳填明細）
詳填明細）
扣 款 方 式
護 持 期 間
各項護持代碼
捐款人姓名

定期扣款：□每月 15 號
民國

年

□每年 15 號

月

至 民國

年

月，共計

次

註:未填寫轉帳起迄時間，
未填寫轉帳起迄時間，以收到授權書日為起始，
以收到授權書日為起始，轉帳直到授權人通知本會停止轉帳為止。
轉帳直到授權人通知本會停止轉帳為止。
１.弘法專用 ２.法寶流通 ３.道場禪林建置維修 ４.其他(
各項護持代碼

護持金額

收據抬頭

)
收據抬頭身份證字號／公司統一編號

收據處理：□按月寄發 □免寄收據 □年度總匯寄發

合 計(新台幣)

若本次不及扣款同意原佛會於次一作業日處理□是□否

若扣款不成功同意原佛會於次一作業日補扣□是□否

原佛會審核使用欄（此欄由原佛會填寫）

授權書單號：

元整
建立日期：

願意收到以下資訊，
□正法之光雜誌印刷版（請填通訊地址）
願意收到以下資訊，請勾選（
請勾選（可複選）
可複選）
□活動及課程通知（請留 email 或手機號碼）□電子報（請留 email） □正法之光雜誌電子檔（請留 email）
註:授權書一式三聯,
授權書一式三聯,填妥用印後，
填妥用印後，全部寄回本會。
全部寄回本會。請寄:
請寄:１１２９９北投郵局第
１１２９９北投郵局第５６８
北投郵局第５６８號信箱
５６８號信箱。
號信箱。
第二聯：
第二聯：玉山銀行留存聯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ＡＣＨ自動轉帳款授權書
ＡＣＨ自動轉帳款授權書
□ 授權

□取消授權

□變更授權資料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

茲同意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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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人存款帳戶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交付該會作為本人捐贈該
會之款項。本人並己詳閱及同意各項約定條款。
發動行：玉山銀行－北投分行

發動行代號：8080864

發動者：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統 一 編號：25694767

交易代號：530 慈善捐款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資料
(必填)存戶身份證字號

存戶姓名

電話：(公)

(宅)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請用正楷填寫)
E-mail: (請用正楷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

銀行轉帳：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帳號：請依存摺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ACH 自動轉帳之銀行審核作
業需時約 1-2 個月

立約定書人(
立約定書人(委繳戶）
委繳戶）: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銀行

簽章(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負責人:

分行

經辦:

捐款資料（同戶中若有不同捐款者，
同戶中若有不同捐款者，也請詳填明細）
也請詳填明細）
扣 款 方 式
護 持 期 間
各項護持代碼
捐款人姓名

定期扣款：□每月 15 號
民國

年

月

□每年 15 號
至 民國

年

月，共計

次

註:未填寫轉帳起迄時間，
未填寫轉帳起迄時間，以收到授權書日為起始，
以收到授權書日為起始，轉帳直到授權人通知本會停止轉帳為止。
轉帳直到授權人通知本會停止轉帳為止。
１.弘法專用 ２.法寶流通 ３.道場禪林建置維修 ４.其他(
各項護持代碼

護持金額

收據抬頭

)
收據抬頭身份證字號／公司統一編號

收據處理：□按月寄發 □免寄收據 □年度總匯寄發

合 計(新台幣)

若本次不及扣款同意原佛會於次一作業日處理□是□否

若扣款不成功同意原佛會於次一作業日補扣□是□否

原佛會審核使用欄（此欄由原佛會填寫）

授權書單號：

元整
建立日期：

願意收到以下資訊，
□正法之光雜誌印刷版（請填通訊地址）
願意收到以下資訊，請勾選（
請勾選（可複選）
可複選）
□活動及課程通知（請留 email 或手機號碼）□電子報（請留 email）□正法之光雜誌電子檔（請留 email）
註:授權書一式三聯,
授權書一式三聯,填妥用印後，
填妥用印後，全部寄回本會。
全部寄回本會。請寄:
請寄:１１２９９北投郵局第
１１２９９北投郵局第５６８
北投郵局第５６８號信箱
５６８號信箱
第三聯：
第三聯：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留存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