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圓滿實現您 
在亞太區的慈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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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亞太交響慈善基金會
(SymAsia Foundation) 行善樂施

1 捐贈人建議基金 (Donor Advised Fund) 是一家為代表個人、家族或組織管理慈善捐贈而建立的慈善捐贈機構。它作為直接捐贈或建立私人基金
會的另一種替代性方式，為慈善捐贈提供一種易於確立的低成本靈活機構。捐贈人通過捐贈人建議基金實施捐助，方便管理並降低成本。

2 捐出善款財物歸屬基金會所有，不再是捐贈人的資產。 

本材料末免責聲明適用於本頁。

SymAsia基金會

在瑞信，我們建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為您這樣 

的潛在捐贈人提供一個以結構性高效無憂方式 

實現您慈善理想的機會。SymAsia Foundation 

Limited (SymAsia) 作為捐贈人建議基金1，能使 

您根據依照特定慈善選擇進行愛心捐贈。

SymAsia實際上是您以個人身份建立慈善基金會

的另一種方式，它為您提供大量的靈活性解決 

方案，圓滿實現您的慈善目標，並為子孫後代留

下寶貴的遺業。我們的慈善專家將分享其經驗 

和專長，與您合作制定慈善策略，將您的良好願

望付諸實踐。

為什麼選擇SymAsia?

您能夠在SymAsia框架內建立自己的「子基金會」，

享有專屬命名權，確定所追求的慈善事業和您捐

贈的最終受益人。

無論您是希望資助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幫助破裂

家庭恢復正常生活，還是資助醫療研究機構攻克

疑難雜症，SymAsia都提供值得信任的綜合性服務

平台幫您達到目標。憑藉無可比擬的承諾、地域覆

蓋面和個性化服務，SymAsia可確保您的捐贈2 將

得到妥善管理，圓滿實現您的慈善目標。

SymAsia是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擔保有限公司， 

Credit Suisse AG是其唯一發起人。瑞信向SymAsia

提供管理和運營支持，並作為製定投資管理人負

責管理SymAsia的資產。建立一個SymAsia「子基

金」的最低捐贈額是100萬新加坡元。



3 SymAsia Foundation Limited (SymAsia) 是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稅務激勵計劃下的非營利組織。註冊為新加坡擔保有限公司。基金會需接受
國際公共會計師事務所的年度外部法定審計。

4 SymAsia還負責運行《新加坡慈善法》規定具有新加坡公共機構 (IPC) 性質的SymAsia Singapore Fund。 

本材料末免責聲明適用於本頁。 

通過SymAsia基金會捐贈的益處：
 Ə  無憂方案，零啟動成本，以您的名義設立子基金
 Ə  以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達成您的所有慈善願望
 Ə  新加坡納稅人向具有新加坡公共機構(IPC) 

的慈善機構捐贈可享有250%的稅務回扣
 Ə  自行確定您的「子基金」名稱
 Ə 除現金外，捐贈人還可向其基金會捐贈金融 

 產品和物業
 Ə  可參與捐贈和項目審核程序
 Ə  知名的董事會成員

亞里士多德

SymAsia基金會

(獲批非營利機構3和公共機構性質4)

董事會

投資審核委員會、捐贈審核委員會和審計委員會

慈善專家負責基金會管理

指定基金普通基金 捐贈人建議基金

客戶基金會

外部審計師

「捐款輕而易舉，世人 
皆可為之。但確定捐助
對象、時間、目的和 
方式絕非易事，並非 
人人皆可勝任。



瑞信亞太區 
慈善顧問

本材料末免責聲明適用於本頁。

資料來源：SymAsia數據
僅供示意性說明。

SymAsia如何與您合作實施戰略性慈善項目   

便捷的基金會建立解決方案

設立一個基金會通常是 

邁向更具戰略性捐贈的 

第一步。 SymAsia團隊將 

確保架構分明、協調有序

的善款捐贈，重點關注 

項目成果與成效，以業內 

最佳實踐方式執行並改善

企業治理。

慈善家可以聘請SymAsia

團隊提供諮詢服務， 

例如製定個人慈善策略、

制定社會慈善計劃、進行

深度盡職調查、影響力 

評估等等。

瑞信將免收創立基金會 

的所有費用、代墊付費用、 

基本盡職調查和報告收

費，確保您捐贈的全部 

善款都將用於慈善事業。

SymAsia團隊由具備豐

富實踐經驗的慈善專家

組成，他們可以就欠缺

之處提供建議、針對 

受助者開展盡職調查，

並跟踪資助計劃的實施

進展。如願意，客戶家庭

成員及下一代成員可參

與捐助與評審工作。

1 戰略捐贈及問責 傳承構建2 免管理費3 諮詢項目 (收費)4



本材料末免責聲明適用於本頁。 

SymAsia董事會

许許通美教授 (Tommy Koh)，主席 

新加坡政府外交部巡迴大使；國立 

新加坡大學國際法中心主席；新加坡 

政策研究所特別顧問；新加坡國立 

大學大學城住宿型學院院長。

Jose Isidro N. (Lito) Camacho，董事        

瑞信新加坡亞太董事總經理兼新加坡地區

首席執行官；菲律賓前財政部長和交通部

長；前德意志銀行馬里拉地區董事總經理。

Jerry Ng，董事

Gratia Capital首席投資官；歷任Bank 

Tabungan Pensiunan Nasional (BTPN) 

的行長與首席執行官；TPG Capital印尼

主管兼東南亞特別顧問；Bank Central 

Asia和Bank Danamon副行長；Federal 

International Finance總裁董事；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副主席和Badan 

Penyehatan Perbankan Nasional副主管。

Zulkifli Bin Baharudin，董事 

Indo-Trans Corporation主席；Singapore 

Post Ltd、Ascott Residence Trust 

Management Ltd和Asian Plantations Ltd 

獨立董事；新加坡管理大學校託管人； 

提名議員(1997年—2001年)；新加坡 

駐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 

的非常駐大使；此外他還曾就職於多 

個服務性社區組織。

Yeoh Chee Koon，董事 

新加坡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中心(NVPC)

前首席執行官；最初曾創立新加坡社區 

基金會(Community Foundation of 

Singapore)；此前曾在多個委員會和理事

會任職，包括亞洲慈善論壇(Asia- Pacific 

Philanthropy Forum )、國際志願者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新加坡傑出青年獎(Singapore 

Youth Award)、新加坡兒童助養計劃

(World Vision Singapore) 和愛家機構

(Focus on the Family)。 



針對全部，瑞信香港分行客戶經理及/或投資顧問管理的賬戶除外：本文件由瑞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信”)製作，文中表達的觀點為截至本文件
撰寫之日的看法，在未來可能會有變動。本文件的編制 (i) 僅出於數據提供之目的，且(ii)僅供收件人參考。本文件並不構成瑞信或其代表向任何人
士發出的購買或出售任何特定投資產品或參與任何其他交易的要求、要約或建議。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僅載於由瑞信編制的適用產品文件或
特定合同和確認函中。不會在任何司法管轄地或向任何人做出對任何產品之任何權益的要約，若該等要約、招攬或出售不被許可或非法。所有
產品和服務並非向所有國家公民或居民提供。對過去表現的任何引述未必表示未來表現。儘管已採取謹慎措施確保本文件所含信息和分析均基
於據信可靠的來源獲得或得出，但瑞信對其準確性、可靠性及/或完整性並未作出任何陳述，亦不對因使用或依賴該等信息或分析所造成的任何
直接、間接、附帶、特定或從屬性損失及/或損害承擔責任。本文件所載數據僅出於一般目的提供，且不旨在構成(亦不應解釋為)由瑞信提供的法
律、會計、稅務或財務建議或意見。建議閣下與閣下認為適當的專業顧問獨立評估特定財務風險以及法律、會計、稅務和財務後果。作為本文件
主題的產品 / 服務 / 交易可能不適用或不適合某一客戶的特定境況或需求。 
對於瑞信香港分行客戶經理及/或投資顧問管理的賬戶：本文件由瑞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信”)製作，文中表達的觀點為瑞信截至本文件撰寫日
的看法，在未來可能會有變動。本文件的編制 (i) 僅出於數據提供之目的，且(ii)僅供收件人參考。本文件並不構成瑞信或其代表向任何人士發出的
購買或出售任何特定投資產品或參與任何其他交易的要求或要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僅載於由瑞信編制的適用產品文件或特定合同和確認
函中。不會在任何司法管轄地或向任何人做出對任何產品之任何權益的要約，若該等要約、招攬或出售不被許可或非法。所有產品和服務並非向
所有國家公民或居民提供。對過去表現的任何引述未必表示未來表現。儘管已採取謹慎措施確保本文件所含信息和分析均基於據信可靠的來源
獲得或得出，但瑞信對其準確性、可靠性及/或完整性並未作出任何陳述，亦不對因使用或依賴該等信息或分析所造成的任何直接、間接、附帶、
特定或從屬性損失及/或損害承擔責任。本文件所載數據僅出於一般目的提供，且不旨在構成(亦不應解釋為)由瑞信提供的法律、會計、稅務或財
務建議或意見。建議閣下與閣下認為適當的專業顧問獨立評估特定財務風險以及法律、會計、稅務和財務後果。作為本文件主題的產品/服務/ 
交易可能不適用或不適合某一客戶的特定境況或需求。
向瑞信客戶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及分析前，瑞信之附屬公司可能已依賴這些資料及分析行事。瑞信之附屬公司可能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參與或
投資文件提及的任何證券發行人的其他融資交易、履行服務或從上述發行人處招攬業務，及/或就相應證券或期權持有倉位或進行交易。
本文件及其任何副本均不得送往或帶入美國境內或在美國散發，或者分發給任何美國人士(定義見美國《1933年證券法》及其修訂稿S條例)。
本文件或其任何副本均不得送往、帶入任何管轄地區或在其境內分發，惟上述行為之結果符合適用法律則除外。
若貴方就收到我們的推介材料有任何疑問/異議，請聯絡我們的數據保護總監，郵件地址dataprotectionofficer.pb@credit-suisse.com (瑞信香港分
行)或PDPO.SGD@credit-suisse.com (瑞信新加坡分行)。
本文件全部內容均受版權法保護(保留所有權利)。在無瑞信事先書面允許情況下，本文件或其任何部分均不得為公共或商業目的進行重製、傳輸 
(不論以電子方式或其他)、更改或使用。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新加坡之機構識別號碼: S73FC2261L)是在瑞士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 2021，瑞信及/或其附屬公司，保留所有版權。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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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信貸銀行

credit-suisse.com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關於SymAsia的信息，請聯繫您的客戶經理。

我們期待著與您進一步合作，強化您的慈善熱情，圓滿實現您的慈善目標。

Dawn Tan (陳寧) 

副首席執行官 

亞太交響慈善基金會

瑞信亞太私人銀行 

慈善顧問服務部門主管

Audrey Ng 

慈善事業顧問服務部 

瑞信亞太區私人銀行 

Kate Ng 

慈善事業顧問服務部 

瑞信亞太區私人銀行 

Young Jin Yee 

首席執行官 

亞太交響慈善基金會

瑞信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市場部主管

Joan Chan 

慈善事業顧問服務部 

瑞信亞太區私人銀行

此外，我們可以安排您與以下SymAsia團隊成員會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