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獎券基金 
購置家具及設備的 
檢討及新措施簡介會 

社會福利署 
獎券基金計劃組 
2015年7月20日 



時間 事項 
下午3:15 – 3:30 登記 

 

下午3:30 – 3:45 簡介會介紹  
-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津
貼) 

 郭志良先生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獎券
基金關注組代表 

 蔡蘇淑賢女士 
 

下午3:45 – 4:20 簡介檢討及新措施 
 

下午4:20 – 5:00 答問時間 
 

下午5:00 簡介會結束 
 

流程 



行政安排 

 關掉手提電話鈴聲 

 

 投映片會上載至社署網頁 



運用獎券基金 
購置家具及設備的 
檢討及新措施簡介會 

社會福利署 
獎券基金計劃組 
2015年7月20日 



奬券基金的運用 

 

 非政府機構可申請奬券基金，以資助其負責
管理的福利服務單位進行維修、翻新、購置
家具及設備等相關的非經常開支，讓福利服
務單位的環境達到適當的水平，包括提供足
夠、安全的家具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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奬券基金的運用(續) 

 

非政府機構在申請奬券基金購置家具及設備
時應參考在社署網頁內刊登的 ― 

 

(i)「標準家具及設備表」；以及 

(ii) 每年更新的「常用家具及設備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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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奬券基金購置家具及設備 

 
現有樓宇服務單位:接受社署津助的服務單位
可運用每年從奬券基金撥出的整體補助金
(Block Grant)，為其現有樓宇單位補充家具
及設備，但每項費用不得超過五萬元。若超
過五萬元，則要另外申請奬券基金撥款。 

 

新置或搬遷樓宇的服務單位:社署會提供配合
相關單位的服務標準或特定要求而設的家具
及設備清單予營辦機構作參考，並以該清單
計算奬券基金撥款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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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的家具及設備 

 

福利服務在過去不斷發展及日趨多元化，社
署明白相關福利服務的家具及設備亦不斷變
更。 
 

社署自2013年起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奬券基
金關注組(下稱「關注組」)商討改善和更新家
具及設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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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的家具及設備(續) 

 
關注組認為現時家具及設備表內所列的項目
未能切合最新的服務需要或科技發展，並提
出增加多項現代化家具及設備，以及定期就
家具及設備作檢討。 
 

社署接受建議，並於最近完成全面的家具及
設備檢討及提出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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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結果及建議(一)： 
透明度 (TRANSPARENCY) 
 

 
現時上載於社署網頁內的「標準家具及設備
表」有十種津助服務。 

 

建議：提供更多家具及設備表，並盡量涵蓋
不同類別的津助服務，以便非政府機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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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結果及建議(二)： 
一致性(ALIGNMENT) 
 
 

雖然各類津助福利服務所配備的家具及設備
標準不一，但檢討中發現一些性質類似的服
務單位的家具及設備卻有所參差，例如： 
- 一般服務單位均配有滅火設備，但個別服

務單位如兒童之家的標準家具及設備表則
欠缺這些裝備。 

 

建議：提高各類津助服務在家具及設備上的
一致性，將相近服務單位的部分家具及設備
調準看齊。 
 

11 



 
檢討結果及建議(三)： 
更新(UPDATING) 
 

 

部份家具及設備表內的項目已不合時宜，例
如： 
- 盒式磁帶播音機、有天線的電視機等。 

 

建議：刪除不合時宜的家具及設備項目，另
新增較現代化的項目，以配合相關服務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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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結果及建議(四)： 
表達形式 (PRESENTATION) 
 

 

現時標準家具及設備表內的項目是按相關服
務單位的設施分配並列明數量，例如： 
- 兒童及青年中心的標準家具及設備表 

會客室  兩張單人梳化及一張茶几。 

 

部份項目附有詳細描述，例如： 
- 32吋全高清液晶體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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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結果及建議(四)： 
表達形式 (PRESENTATION) (續) 
 

 

此類限於以設施及數量形式表達的標準家具
及設備表，對於使用整體補助金補充家具及
設備並不適切，而太仔細的註明亦會讓相關
項目容易過時。 

 

建議：刪除不必要的註明，以增加非政府機
構在購置及分配家具及設備時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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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家具及設備參考表 
 

 

「標準家具及設備表」 

 

 
「家具及設備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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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家具及設備參考表(續) 

(一) 更改表達形式 

表內所有項目不會按相關服務單位的設施列
舉及不會列明數量，而是以類別列出作參考
之用，以增加運用整體補助金補充家具及設
備的彈性。 
 

常見的家具及設備會按功能/性質歸納於不
同的類別之下﹝例如：影音器材、衣物洗熨
設備及相關用品等﹞。 
 

範例 

 

 
16 



新措施：家具及設備參考表(續) 

(二) 增加數量 
由現時十份增至五十多份「家具及設備參考
表」，分別涵蓋不同類別的津助服務，並於
社署網頁內刊登，供非政府機構參考，以加
強透明度。 
 

非政府機構在運用整體補助金補充家具及設
備時，需參考相關服務單位的「家具及設備
參考表」，按需要購置屬於表上所列類別的
家具及設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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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家具及設備參考表(續) 

(三) 增加多項現代化家具及設備 
透過社署檢討及關注組的建議，新增多項現代
化家具及設備，配合福利服務的需要 。 
 

例如: 
- 空氣清新機、快速吹乾地面機、環線感應系

統、洗碗碟機及消毒櫃等。 

-  新增資訊科技設備包括伺服器(Server)(以使
用者人數決定伺服器等級類別)、智能電話、
平板電腦及無線路由器(Wi-fi Rout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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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運用獎券基金購置家具及設備 

現有津助的服務單位 
 以整體補助金添置歸納於其新的「家具及

設備參考表」內所列各類別下的家具及設
備項目- 
 包括及不限於替換已損壞或殘舊的家

具及設備項目； 

 每項費用不得超過五萬元。 

 

 若添置的家具及設備每項費用超過五萬元，
則要另外申請奬券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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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運用獎券基金購置家具及設備(續) 

新置或搬遷樓宇的服務單位 
 社署會根據新「家具及設備參考表」內所

列的類別，提供配合相關單位的服務標準
或特定要求而設的家具及設備清單予營辦
機構作參考，並以該清單計算奬券基金撥
款的金額。 

 
 機構如欲購買「家具及設備參考表」上所

列類別以外的家具及設備項目，須取得社
署的事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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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奬券基金購置家具及設備的 
注意事項 

 
非政府機構在使用奬券基金的撥款進行採
購時，所購買的家具及設備須為提供社署
認可的福利服務，及滿足運作需要。 
 
在購買家具及設備時，須力求達到物有所
值，以及謹慎使用奬券基金，不應購買過
多或奢華的家具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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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奬券基金購置家具及設備的 
注意事項(續) 

在購買家具及設備時，須適當地考慮法例要
求、職安健及環保的問題；替換五年內購買
的家具及設備一般不獲支持。 
 
在購置資訊科技設備時，非政府機構須確保
已訂立相應的資訊科技安全政策、準則、指
引及程序等良好企業管治措施，保障受限制
資料的儲存、接收及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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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制 
根據獎券基金手冊第六章: 

- 非政府機構應保存一份非耗用物品記錄冊
或資產登記冊，用以核對動用奬券基金撥款
購入的家具及設備是否存在、齊全。社署
亦鼓勵機構(如可行)於有關記錄列明各新購
置項目的所屬「類別」。 

 
社署每年會抽選服務單位進行探訪，並查閱
相關服務單位的非耗用物品記錄冊或資產登
記冊、賬簿以及所有其他有關奬券基金的記
錄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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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實行安排 

 
新措施將於2015年8月1日正式實行，下列
文件將上載於社署的網頁內 ― 
(i) 新「家具及設備參考表」； 
(ii)  「常用家具及設備價目表」(修訂版)； 
(iii)  獎券基金手冊(修訂版)；以及 
(iv) 本次簡介會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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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一) 

問: 機構在使用整體補助金購買家具及設備時，要注
意什麼事項？ 

 
答: 機構應參考社署網頁內刊登的 - 

i)    相關服務單位的「家具及設備參考表」； 
ii)    每年更新的「常用家具及設備價目表」；

以及 
iii) 獎券基金手冊第六章所列的採購及存貨

規定。 
 
若被替換的家具及設備是以獎券基金購入，
並已損壞、殘破或維修已不合乎經濟效益，
機構須按獎券基金手冊第六章的細則處置及
妥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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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二) 

問:  若舊的家具及設備尚可使用，但由於服務對
象的需要有變，機構想以整體補助金再購置
新的家具及設備，可以嗎？ 

 
答: 機構可運用整體補助金為其負責管理的津助

福利服務單位添置各種家具及設備項目，包
括但不限於替換舊家具及設備。因此若有實
際工作或服務需要，機構可以在不棄置舊家
具及設備下添購新家具及設備，使該些單位
的環境達到適當的水平，包括提供足夠、安
全的家具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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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三) 

問: 如機構建議購買的物件，未能在「家具及設
備参考表」內找到，機構是否不能用獎券基
金購買有關物件？ 

 
答:「家具及設備参考表」內只列舉業界常用物品

為例子，而所舉例子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服
務單位。 

 
 機構需先確定有關物件是否被涵蓋於相關服
務單位的「家具及設備参考表」上所列其中
一個類別內。如有關物件不能被涵蓋在任何
一個類別內，那機構需先獲得社署的書面同
意方可用獎券基金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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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四) 
問: 在使用整體補助金購買電腦及電腦用品方面，

社署有什麼新安排？有什麼需注意事項？ 
 

答: 機構除可用整體補助金添置電腦硬件、電腦軟
件、電腦輔助器材等資訊科技設備，還可購買
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及無線路由器等新電腦產
品，但每項設備的費用不得超過五萬元。 

 
機構在購買資訊科技設備時，應有妥善的資訊
科技安全政策、準則、指引及程序，以保障受
限制資料的儲存、接收及發送。此外，整體補
助金不應用以支付實行資訊科技項目，例如改
善/發展/重新發展資訊科技基建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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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五) 

問: 社署在抽查服務單位有關使用獎券基金購買
家具及設備時，機構有什麼需注意的事項？ 
 

答: 社署會查閱相關單位的非耗用物品記錄冊或
資產登記冊、賬簿和所有其他有關奬券基金
的記錄及資料，以確保機構遵守獎券基金手
冊的採購及存貨規定。 

 
機構應於非耗用物品記錄冊上清楚列明所購
入的家具及設備項目，及妥善保存社署的批
准記錄，特別是一些不在家具及設備參考表
上但已另外取得社署同意購買的家具及設備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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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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