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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1. 評估區內青年發展的需要，統籌由民政事務總署撥款的青年活動；

2. 審核及／或批准區內團體／學校就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和全港／
跨區青年發展活動的撥款申請，並監察活動的推行和評估活動成效；

3. 宣傳及推廣區內青年活動；

4. 因應區內需要，舉辦或協辦各項青年活動，加強青年的公民意識、領袖
培訓和對社會事務的參與等；及

5. 因應需要，就各項青年活動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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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合資格團體的定義

1. 「合資格團體」包括：註冊團體、法定團體、地區團體或當局認可的社區組織。

2. 「註冊團體」包括根據《社團條例》、《公司條例》或《教育條例》等註冊的團
體或學校，其成立的目的是完全或主要為服務市民大眾，而舉辦的活動為非牟

利且令市民受惠。

3. 「地區團體」可界定為任何由一群人士組成的獨立註冊法團，其成立的宗旨純
粹或主要為促進區內的福利。（立法會議員或區議會議員的辦事處不符合本準

則內「地區團體」的定義。這些辦事處可能是由數名人士組成，但不足以令他

們符合真正的地區團體的定義，即由一群人士組成的獨立團體，其成立的宗旨

純粹或主要為促進區內福利。）

4. 「認可的社區組織」包括根據《稅務條例》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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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2022-23 年度個別項目最高資助額

1. 撥款的分配建議如下：

(a) 將 85%或以上撥款用於直接活動開支 (包括活動費用、食物、交通費、
租用場地、紀念品、照片等 )；

(b) 將 15%或以下撥款用於支付經常性開支，例如印刷和宣傳。

2. 為使審核申請和分配撥款的工作更公平一致，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

事務總署會遵從下列個別項目的最高資助額 1辦理。假如申請團體／學校申請

的支出項目不在表列中，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可按實際需要，

決定是否批核有關支出。在特殊情況下，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

可按實際需要，自行決定實際資助額。

以每單位計算

的最高資助額

($)

每項目的

最高資助額

($)

備註

(一 )與參加者人數直接相關 2

1. 參加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

參加者乘搭的公共

交 通 工 具 ( 船 、 火
車、飛機等 )

-
按實際情況

決定實際的

資助額

一般而言，不包括參加者前往活動

集合地點，或從活動解散地點前往

任何地點的交通費。然而，如參加

者代表所屬地區參加大型/重要的
全港性活動/比賽，則可獲得資助，
金額按實際情況決定。

2. 營費

日營 (包括日營的膳
食費用 )

每人每日 104 52,000
l 就宿營方面，如參加者/工作人員
入住貴賓營房或私營度假屋將

不獲批津貼。

l 如活動因天氣取消，申請團體已

支付的營費可獲發還。

l 獲資助工作人員與參加者的比例

不可大於 1:10，即每 10名參加者，
最多可有1位獲資助的工作人員隨
行。就特殊學校的參加者，則參照

教育局所訂定的師生人數比例，計

算可獲資助的工作人員人數。

l 申請團體應優先租用提供膳食

的營地。

工作人員日營 (包括
日營的膳食費用 )

每人每日 104 5,200

宿營 (包括宿營的膳
食費用 ) 每人每日 283 141,500

工作人員宿營 (包括
宿營的膳食費用 )

每人每日 283 14,150

露 營 ( 包 括 營 地 收
費、租用露營用品和

膳食費用 )
每人每日 391 117,300

工作人員露營 (包括
營地收費、租用露營

用品和膳食費用 )
每人每日 391 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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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單位計算

的最高資助額

($)

每項目的

最高資助額

($)

備註

3. 入場費

入場費 每人 154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可按實際情況

資助隨行的工作人員，並參考一般

學校 1:30隨隊教職員與學生比例，
由委員會通過決定

4. 活動茶點／飲品／便餐
茶點 每人每日 21 10,500
飲品 每人每日 8 4,000

便餐 (連飲品 ) 每人每日 75 37,500
l 供參與日營、宿營和露營以外活

動連續 3小時或以上的參加者。
l 不能同時申請茶點或飲品。

5. 制服
制服 每人 185 92,500

6. 參加者紀念品
參加者紀念品 每份 20 10,000

(二 )與參加者人數非直接相關
7. 場地 (租用、佈置、燈光、音響設備 )

場地租用 - 按場地收費
學校應盡量使用校內場地舉行有關

活動，以減省有關開支

場地佈置 - 3,087
租用舞台 - 4,983
佈景板及背幕 - 7,021
燈光 - 4,077
音響設備 - 5,548

8. 運輸／交通
貨車 (包括搬運工人 ) - 2,831
工作人員交通費 - 1,646

旅遊車 每輛 2,675 26,750
如活動行程需要旅遊車來回程或多

程服務，即使每程使用不同旅遊

車，資助額亦只會作 1輛計算。

復康巴士 每輛 1,235 12,350 活動參加者中須包括 3 名或以上的
傷健人士。

租船費 - 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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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單位計算

的最高資助額

($)

每項目的

最高資助額

($)

備註

9. 導師酬金／評判／裁判費

體育運動裁判 -
按各體育總

會收費

其他類別比賽的評判 每人每小時515 6,180
申請時須註明該項目比賽評判的履

歷要求，遞交發還撥款申請時亦須

提交有關評判的資歷證明。

導師或教練 每人每小時463 18,520

10. 義工津貼

膳食津貼 (服務連續
3 小時或以上)

每人每日 75 -

膳食津貼 (服務不足
3 小時)

每人每日 38 -

交通津貼 (每天 ) 每人每天 72 -

11. 活動物資
須按活動的實際情況進行資助，但必須將撥款用於購買消耗性的設備或物品。

12. 紀念品／獎品
主禮嘉賓紀念品 每份紀念品142 2,840 不得贈送現金或可兌換現金的物

品，例如銀行禮券。探訪者紀念品 每份紀念品 31 7,750
比賽獎品

a. 個人 (冠、亞、季軍) - 2,231

b. 個人 (同一項目其他
獎項，如優異獎或安慰獎)

- 933

c. 團體 (冠、亞、季軍) - 2,790

d. 團體 (同一項目其他
獎項，如優異獎或安慰獎)

- 1,246

抽獎或遊戲獎品 - 3,087

13. 攝影、錄影
攝影 每小時 257 1,028

攝影後期製作

(包括沖印相片 )
- 515

錄影 每小時 257 1,028
錄影後期製作 -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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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單位計算

的最高資助額

($)

每項目的

最高資助額

($)

備註

14. 嘉年華會攤位
租用／搭建攤位 每個攤位 463 6,945
攤位佈置 每個攤位 566 8,490
攤位用品及物資 每個攤位 309 4,635

攤位獎品／紀念品
平均每個攤位

720
10,800

15. 表演團體津貼
表演團體津貼 每個團體 1,235

16. 展板
展板 (包設計及印製 ) 每個 494 4,940

17. 典禮、儀式
典禮用品 - 1,441

18. 保險
保險 (如公共責任保險) - 7,021

19. 宣傳物品 3

橫額 (包設計及印製) - 2,831
易拉架 (包設計及印製) 每個 494 4,940
海報 (包設計及印製) 每張 8 8,000
宣傳單張 (包設計及印製) 每張 6.9 6,900
參加表格或章程 - 1,246
參加證或襟章 每份 9 4,500
郵費 - 3,737

網絡宣傳

(包括網上報名)
- 6,174

申請時須提供網絡宣傳的具體內容

以供審批，以確保不會和宣傳物品

其他項目(橫額、易拉架、海報及宣
傳單張)獲重複資助。

20. 印刷 3

小冊子／營刊 每份 13 6,500
場刊 每份 10 5,000
證書 (包設計及印製 ) 每張 13 6,500

入場券／遊戲券

(包設計及印製 )
每張 0.7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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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單位計算

的最高資助額

($)

每項目的

最高資助額

($)

備註

21. 雜項 (包括文具、影印及小額開支 )3

雜項 (包括文具、影
印及小額開支 )

- -

22. 計劃獨有項目

計劃獨有項目 -
按實際情況

決定實際的

資助額

申請時必須詳細列出開支細項，並

將撥款用於購買服務或消耗性的設

備／物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表中所列的為最高資助額，如申請的項目款額低於最高資助額，則以較低者作準。

2「與參加者人數直接相關」支出項目之撥款應遵守本準則第 34(n)及 34(o)段的規定。
3宣傳物品、印刷和雜項三類項目屬於經常性開支，佔總撥款額不得超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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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人數比例

3. 在審核學校舉辦校外活動的撥款申請時，可按照教育局所訂定的師生人

數比例計算，詳情請參考教育局發出的《戶外活動指引》。以下列出部份建議，

以供參考：

隨隊教職員與學生比例

一般學校 1:30

隨隊教職員與學生比例

特殊學校

視障

視障兼智障

1:4

1:4

聽障 1:8

群育學校 1:8

智障

a. 輕度 1:10
b. 中度 1:5
c. 嚴重 1:2

肢體傷殘

a. 坐手動輪椅學童 1:1
b. 坐電動輪椅學童 1:2
c. 持輔助步行器學童 1:3
d. 不需輔助儀器協助的學童 1:5

醫院學校

a. 精神科病房學童 1:1
b. 非精神科病房學童 1:2

聯校活動

4. 倘若學校擬申請撥款舉辦聯校活動，則應以學校為申請單位，向所屬地區

青年活動委員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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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指引

5. 為確保活動參加者和負責活動的職員的安全，令活動可以有效及愉快地進

行，申請團體／學校須注意以下事項：

n 負責的職員／導師必須熟習活動場地或路線，活動舉行前應作實地考察，

留意可能發生意外的地方，加以防範；

n 隨時留意天氣的變化，按社會福利署制訂有關熱帶氣旋、持續豪雨及雷暴

的公佈，在活動前或進行期間採取應變措施；

n 按照適當的人手比例，安排足夠的工作人員及合適的義工照顧活動參加者；

n 負責的職員在出發前須擬定一套緊急應變方案，並在活動前向中心主任提

交活動計劃詳情，包括風險評估；

n 出發前按需要為參加者及負責的職員舉行安全講座，並派發計劃的詳細資

料，讓他們明瞭他們的職責及意外發生時應採取的行動；

n 負責的職員在活動時須帶備有關的電話號碼及其他有關的安全物品；

n 綜合以上各點，負責職員亦應留意自身及參加者的健康情況，避免安排他

們參加其身心不能負荷的活動。

上述須注意的事項只作一般參考，並未盡錄。團體／學校可參考教育局發出的

《戶外活動指引》。各團體／學校仍須依據自行訂定的活動指引籌劃及推行活

動。

青年內地考察或交流活動

6.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在舉辦青年內地考察或交流活動時，可按照教育局發
出的《境外遊學活動指引》的人手比例計算，詳情如下：

活動 隨隊工作人員與參加者比例

青年內地考察或交流活動 1:10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0/c_study%20tours%20outside%20the%20hksar_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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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2022-23年度青年發展計劃活動撥款申請
建議工作時間表

工作 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 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

� 接受活動項目撥款申請 2022年 3月至 5月中旬 2022年 3月至 4月上旬

� 接受申請截止日期 2022年 5月 15日 2022年 4月 22日

� 青年發展計劃諮詢小組審批全港／跨區

青年發展活動申請

�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須於 2022 年 4
月 29日或之前將已初步審核的申請
送交民政事務總署

� 諮詢小組於 2022年 5月進行審批
� 公布審批結果 2022年 6月下旬 2022年 6月中旬

� 向民政事務總署提交獲審批活動簡表

（表格 VI）

2022年 7月 15日

�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提交地區報告總表

（表格 IX及表格 X）

2023年 3月 1日或以前 2023年 3月 1日或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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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2022-23 年度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及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撥款的安排

1. 在首次發放撥款時，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可向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及
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的獲批撥款的團體／學校，預支獲批總額的 50%及
70%的撥款。當團體／學校領取預支款項時，必須簽署預支款項承諾書 (表格

V)，確保會在活動完成後，將未能用盡的預支款項按指定程序退還民政事務總

署。

2. 獲撥款的團體／學校須於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或指定的最後限期內（一般
活動／地區青年活動及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的最後限期為 2023 年 2 月 6
日），以較早日期為準，向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提交工作及財政報告和所有有

關的憑單，並申請所需餘款或把未能用盡的預支款項按指定程序退還民政事務

總署。如團體／學校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工作及財政報告和所有有關的憑

單，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有權扣減或拒絕有關活動的撥款，亦

可考慮不接受該團體／學校來年的撥款申請。「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工作

及財政報告見 (表格 VII)，「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工作及財政報告」見 (表格

VIII)。

3. 獲撥款的團體／學校須準確計算預支款項的餘額／所需餘款，以免日後需
要辦理退還款項的手續。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在完成審核有關的工作及財政報

告後，可將餘款發還相關的獲撥款團體／學校。

4. 獲撥款的團體／學校向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提交工作及財政報告時，須同
時提供有關憑單，即供應商的現沽單、收據等，作為有關活動的證明文件及核

數之用。關於提交報告及單據時須注意的事項，請參閱本準則第 34 段的規定。

5. 在申請發還舉辦活動所需的交通費用時，團體／學校必須把有關日期、行
程、乘搭的交通工具類別、申請發還的款額、行程目的、申領人姓名和聯絡電

話等資料
1
一併呈報，並須經由團體／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或其授權人士簽名核

實，證明無誤。

6. 有關租用車輛運載器材的收據，必須列明運輸公司的名稱或司機姓名和
車牌號碼，並蓋上公司印章或由司機簽署。如未能提供由運輸公司蓋印或

由司機簽署的收據，須由團體／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或其授權人士簽名核實，

證明無誤。

7. 就支付給團體、學校或義工的津貼及臨時員工的酬金 2，獲撥款團體／學校

1 有關個人資料的收集和處理，團體／學校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2 散工／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不應低於現行的法定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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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交由收款人簽署的正式收據，收據上註明收款人的姓名、身分證號碼的英

文字母及首 3 個數字 1和聯絡電話、收款日期、款項用途及金額，並經由獲撥

款團體／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或其授權人士簽名核實，證明無誤。

8. 如「與參加者人數非直接相關」的支出項目出現赤字 (即資助額少於實際支

出 )，獲撥款的團體／學校可自行從其他同一單元或非同一單元的「與參加者

人數非直接相關」的支出項目轉撥盈餘（如有），以補所需。除上述情況以外

的其他支出項目的調撥，則必須按本準則第 23 段的規定作出申請和獲得地區

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的批准。在任何情況下，總撥款額不得超過建

議的總資助額。

9. 如獲資助的活動的「實際參加者人數」少於「預計參加者人數」的 70%，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須按比例扣減「與參加者人數直接相

關」的支出項目的撥款。

10. 團體／學校不應將撥款用於可能為個人、任何組織或任何商業機構作不當
讚譽或宣傳的項目。

11. 團體／學校不應將撥款用於購買「永久性」的資本設備，撥款可用於購置
屬於「消耗性質」的設備或物品。為響應環保，由活動所衍生的任何膠袋徵費

開支，一概不獲資助。

12. 獲撥款的團體／學校在使用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或全港／跨區青年發
展活動的撥款前，須首先使用其他來源的收入 (包括參加者收費、捐款及贊助 )

支付所需開支。撥款必須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用以支付獲批准支出項目的實際

支出。

13. 撥款應用以支付青年活動的直接開支，即舉辦對青年有直接裨益的活動所
需的支出，包括活動費用、食物、交通費、租用場地、紀念品、照片等。對青

年參加者無直接裨益的經常性支出，應盡量避免以撥款支付，團體／學校可尋

求其他來源的收入支付有關費用。

14. 團體／學校應將開幕禮及閉幕禮的開支減到最低，建議將這些儀式納入青
年活動項目內，例如在遊戲／聯歡會前加插開幕典禮，或在綜合表演或展覽中

舉行閉幕儀式等。

15. 團體／學校應盡可能以普通飲品、小食或便餐招待義工和參加者，這類開
支雖然並非對青年參加者有直接裨益，但為使活動能順利進行，有時亦屬需

要。不可將撥款用於招待志願工作人員或參加者享用豐富午／晚餐或參加費用

昂貴的旅行。

16. 有關活動日期、時間或地點的更改，團體／學校須於該活動舉行日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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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工作天前提交「申請修訂活動計劃表格」(表格 IV)予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適用於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 )／民政事務總署 (適用於全港／跨區青年發

展活動 )審閱。就活動其他方面的更改，例如活動內容、財政預算 (符合本準則

第 34(n)段規定的更改不受此限 )等，團體／學校則必須於該活動舉行日期最少

七個工作天前，致函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適用於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 )／

民政事務總署 (適用於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 )，詳細闡述及解釋有關更改，

以供審批。審批結果將以電郵／書面形式通知申請團體／學校。

17. 如有關的改動是因應緊急的情況而作出，例如因天氣惡劣而需臨時更改活
動的日期、時間、地點，甚或取消活動，有關團體／學校則須於活動原定舉行

日期後的七個工作天內，致函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申報有關改

動。如發現有任何團體／學校未經批准或申報而改動活動內容，地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有權扣減有關活動的撥款及不接受該團體／學校來年

的撥款申請。

18. 如活動在籌備或推行階段提前終止，有關團體／學校必須以書面通知地區
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可視乎

情況以及有關團體／學校提出的理由，在適當的情況下，批准發還有關團體／

學校在籌備／推行活動時招致的開支。如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

認為活動終止是由於有關團體／學校疏忽所致，便不會發還任何款項予該團體

／學校，並會要求該團體／學校立即退還全數／部分預支款項及／或已獲發還

的款項。

19. 因活動取消或因團體／學校申請撥款的反應未如理想而未使用的撥款，經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適用於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 )／民政事務總署 (適用
於全港／跨區青年發展活動 )批准後，便可用以資助其他新辦的活動，以充分
利用現有資源豐富青年活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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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單據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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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I

鳴謝規格

1. 獲批撥款的團體／學校必須就各項青年活動向民政事務總署作出適當

鳴謝，在所有與受資助活動有關的宣傳品，包括但不限於宣傳單張、海報、

小冊子、橫額、易拉架、佈景板和新聞資料等上作出鳴謝。

2. 鳴謝方式可分以下兩類：

(a) 文字：在宣傳品上以文字作出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b) 徽號（建議使用方式） :

款式：

顏色：

3. 使用徽號／字樣時的注意事項：

(a) 徽號必須按比例放大或縮小，不可隨意改動。
(b) 民政事務總署的字樣不能小於主辦團體及其他資助機構。
(c) 民政事務總署的字樣須盡量印於淨色的背景上，並避免與其他圖案重疊。
(d) 宣傳品上出現的機構徽號／字樣須以水平對齊方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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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徽號的建議使用方法：

水平

鳴謝

Acknowledgment:

直立

鳴謝

Acknowledgment:

4. 如對鳴謝格式有任何疑問，請向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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