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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2018-20 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一年計劃」 2019-20 申請書  

 

 

活動計劃名稱：   

 

 

(一 ) 申請團體資料  

 

(1) 申請團體名稱：   

 

(2) 申請團體類型：（請於適當內填上 “”）  

  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請註明團體主要服務類別）  

   安老服務   青少年服務   康復服務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其他 (請註明 )：       

  教育團體，包括大專、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地區團體 (非政府資助 )，例如：居民協會、地區義工組及家長教師會等  

  其他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團體 (請註明 )：   

 

(3) 合辦／協辦團體名稱：   

 

(4) 合辦／協辦團體類型：（請於適當內填上 “”）  

  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請註明團體主要服務類別）  

   安老服務   青少年服務   康復服務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其他 (請註明 )：       

  私營安老院  

  教育團體，包括大專、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地區團體 (非政府資助 )，例如：居民協會、地區義工組及家長教師會等  

  其他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團體 (請註明 )：   

 

(5) 如獲撥款，支票抬頭人名稱  
1：  

  

 

(6) 申請團體是否曾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撥款資助：  

 （請於適當內填上 “”）  

  是  (如答案屬「是」，請註明年份 )  1999-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否       

 

 

團體負責人姓名：   (先生／女士 )  職位：   

活動計劃負責人姓名：  (先生／女士 )  職位：   

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1 如支票抬頭人名稱是英文，請同時提供團體的英文名稱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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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活動計劃內容  

 

(1) 活動計劃摘要：（請用不多於 100 字簡述活動計劃的目標及特色）  

 

 

 

(2) 活動計劃如何切合 2018-20 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的主題  －  

《鄰里支援添暖意  跨代互動倍温馨》：  

 

 

 

(3) 活動計劃詳情： (由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 

日期 地點 對象／人數 活動項目 

    

    

    

 

(4) 活動性質：(請於適當內加上以顯示活動計劃內最主要的 3 項活動性質 )(必

須填寫 ) 

 持續學習服務社群   健康身心教育   服務院舍長者  

 促進和諧家庭關係   跨代共融   社區教育  

 建立鄰里互助支援網絡   建設長者友善社區   護老者支援  

 保存及發揚傳统文化   其他 :___________   

 

(5) 活動形式： (請於適當內填寫 1、 2、 3 以顯示活動計劃內最主要的 3 項活動

形式的優次排列。如未能填寫 2 或 3，則會假設活動計劃的活動形式會少於 3

項。 ) 

 訓練課程   講座／工作坊   義工服務  

 支援及探訪活動   康體／戶外活動   展覽／技能展示  

 嘉年華   其他（請註明）：   

 

(6) 預計參與人數：  

總義工人數  ：  名  （當中包括長者義工           名）  

總參與人數  ：  名  （當中包括參與住院長者  ：     名；  

(包括總義工人數 )   非住院長者  ：     名）  

總參與人次  ：  次  （當中包括參與住院長者  ：     次；  

(包括總義工人次 )   非住院長者  ：     次）  

 

(7) 預算推行活動計劃的時間（不包括籌備時間）：     小時／日／月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8) 預見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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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收支預算  

 

收入 支出2
 （本欄由社署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 預算支出($) 建議撥款($) 備註 

參加者收費： 

$____x____人 

     

    

    

    

團體自資金額      

    

其他贊助：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其他贊助總額不

超過支出總額
30%) 

     

    

    

    

    

    

    

申請金額      

總額  總額    

 

活動獲批金額 (本欄由社署填寫 )：  

 

建議撥款 － 參加者收費 － 團體自資金額 － 其他贊助 = 活動獲批金額 

 －  －  －  =  

 

 

(四 ) 遞交申請書注意事項  

 

(1) 申請書的電腦文書檔案可於社會褔利署網頁 (www.swd.gov.hk)下載。  

(2) 請用中文填寫申請書。  

(3) 若申請團體為非牟利團體，請連同申請書遞交機構簡介、註冊證明或根據《稅

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證明文件。  

(4) 請將填妥的申請書及已儲存申請書檔案的電腦光碟，於申請截止日期前郵寄

或親身遞交至所屬地區 (在推行活動計劃地區所屬的社會福利署行政分區 )的

策劃及統籌小組。如以郵寄方式遞交，則以郵戳日期為準。  

 

                                                 
2
  不論是以物品／服務項目的類別，或是活動項目分類填寫，團體均需列出支出

項目的細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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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申請人聲明 

 

(1) 本團體明白如已接受撥款推行 2018-20「兩年計劃」者不能在 2019-20 年度申

請「一年計劃」。  

(2) 本團體 (有／沒有 )(二選一 )向本團體或合辦／協辦機構支付使用場地／設

施費用或購買服務費用。 (如答有，第 (3)點才適用。 ) 

(3) 本團體已在此申請書的收支預算欄列明向本團體或合辦／協辦機構所支付的

使用場地／設施費用或購買服務費用。  

(4) 本團體明白並會遵守「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申請資助簡介的各項規定及要求。 

 

 

 

活動計劃  

負責人簽署：   姓名：   

團體負責人簽署：   姓名：   

團體蓋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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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預算範本－只供參考）  

 

(三 ) 收支預算  

 

收入 支出 （本欄由社署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 預算 

支出($) 

建議撥款($) 備註 

參加者收費： 

義工訓練

-$2 x 5 人 

 

10 (1) 義工訓練及服務    

1.1 文具／物資(絲帶，布，

咭紙) 

100 100  

1.2 橫額(1 條) 100 100  

1.2 租車(一架 14 人小巴) 1,000 1,000  

1.3 探訪禮物(50 份) 200 200  

團體自資金額： 500 1.4 義工交通津貼($25x5

人) 

125 325 

($65x5) 
每人津貼總

額超過$65

的上限 1.5 義工午餐津貼($50x5

人) 

250 

(2) 嘉年華    

其他贊助： 

（請註明） 

公民教育活動資

助計劃 

(其他贊助總額

不超過支出總額

30%） 

1,000 2.1 宣傳單張(500 張) 500 500  

2.2 郵費 150 150  

2.3 橫額(2 條) 200 200  

  2.4 搭建舞台 1,000 1,000  

  2.5 租用音響 2,000 2,000  

  2.6 獎品(餅乾，毛巾)500

份 

1,000 1,000  

  2.7 義工午膳(5 席 x 12 人)

共 60 人 

2,000 2,000  

  2.8 嘉賓紀念品($50 x 5 份) 250 250  

  2.9 義工紀念品($20 x 5 份) 100 100  

申請金額： 8,265 2.10 相片打印機 800 0 此為固定資

產 

總額 9,775 總額 9,775 8,925  

 

活動獲批金額 (本欄由社署填寫 )：  

 

建議撥款 － 參加者收費 － 團體自資金額 － 其他贊助 = 活動獲批金額 

8,925 － 10 － 500 － 1,000 = 7,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