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二年度北區青年活動  

(甲 )一般活動撥款申請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附加準則  

1. 除了《工作方針及撥款審核準則》 (下稱準則 )附錄 II 列明的合資格

團體的定義外，獲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委員會 )撥款資助區內團體

／學校 (團體／學校 )必須是非商業性質的團體。除了有特殊原因及

經本委員會批准，團體／學校必須在本區設有會址及對外開放予青

年人。而獲資助的活動須優先開放予北區青少年參與。委員會可能

會要求申請團體／學校提供相關註冊証明、組織架構、會章及其他

文件以供委員會審核其資格。  

2. 不同形式的一般活動最高撥款額如下：  

活動形式  類型  撥款上限

(元 ) 

A 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 (包括遠足、燒烤、遊船河、

參觀、旅行及遊覽等 ) 

4,000 

B 研討會／座談會  

 

不須參加者留宿及非純康樂性質活動

(包括講座、研習班、工作坊及訓練課

程 ) 

5,000 

C 比賽  比賽及競技 (不論在戶內或戶外進行

的活動 ) 

2,000 

D 日營  (1)不須參加者留宿及非純康樂性質的

戶外活動 (包括日營及野營 ) 

4,000 

(2)不須參加者留宿及非純康樂性質的

戶內活動 註 (1 )  

2,000 

E 康樂營  (1)純康樂性質的戶外活動  

 (包括日營、宿營及野營 ) 

4,000 

(2)純康樂性質的戶內活動 註 (1 )  2,000 

F 訓練營  

 

(1)住宿性 (包括外展、領袖、技能、義

工等訓練性質宿營及野營 ) 

8,000 

 (2)非住宿性 (包括外展、領袖、技能、

義工等訓練性質活動 )  

5,000 

G 嘉年華會／  

綜合表演／音樂

會  

嘉年華會、綜合表演及音樂會 註 (2 )  4,000 

H 電影會／展覽  電影會及展覽 註 (2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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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形式  類型  撥款上限

(元 ) 

I 社區服務類別活

動  

每個合資格團體只可遞交一項此類別

活動的申請，舉辦以「弱勢社群」及

「獨特需要青少年」為對象的社區服

務活動。參觀或旅行類型的純康樂性

活動一般不獲撥款。  

8,000 

J 其他   按個別情況

考慮，上限

8,000 

註 (1)：活動地點為申請團體／學校會址 (包括其室內及室外場地 )。  

註 (2)：嘉年華會、綜合表演、音樂會、電影會及展覽活動亦視乎預計

觀眾或參與者人數訂立最高資助額：  

預計觀眾或參與者人數  津貼額  

300或以下  1,500元  

301-500 3,000元  

501或以上  4,000元  

  

3. 純興趣班將不獲津貼，委員會保留權力界定其活動性質。  

4. 申請團體／學校如欲遞交多於一個活動申請，須一併提交擬舉辦活

動的優先次序 (表格N5)，否則，將由秘書處建議優先次序並由工作

小組考慮及審核。倘委員會批准有關申請團體／學校的活動申請及

擬舉辦活動的優先次序，該團體／學校須按其遞交活動的優先次序

進行，不可再調整工作小組已通過批准的活動優先次序。  

5. 委員會不能保證各項活動擬申請撥款金額可獲全數資助。如因撥款

不足或天雨關係取消個別活動，該項活動撥款將由委員會全權處

理，並不能用以津貼同一申請團體／學校的其他活動。  

6. 申請團體／學校須在申請表內根據《工作方針及撥款審核準則》第

33(b)及 (e)，預先申請豁免提供第三方供應商發出的單據。事後申

請恕不接受，有關支出亦不獲資助。  

7. 申請團體／學校提交的單據，必須專為獲批准的北區青年活動而購

買，任何用以涵蓋申請團體／學校舉辦的其他活動的單據概不接

受。  

8. 「營費」(準則附錄 III (下稱附錄 III)項目 2)：宿營、野營及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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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住宿性質活動最多資助兩晚度宿 (即三日兩夜 )，而營前或營後

的相關活動環節及支出，例如營前簡介會、營後檢討會或活動、外

出購買物品的相關支出將不獲資助，委員會保留界定其營前及營後

活動性質的權力。  

9. 「活動茶點／飲品／便餐」(附錄 III項目 4)：「茶點」並不包括飲品，

反之亦然。茶點及飲品支出項目須分別計算。以上項目須以實報實

銷的方式申請發還款項，現金津貼／現金劵／餐劵將不獲接受。在

同一活動而言，本會不會同時批准參加者活動茶點／飲品及便餐的

支出。如活動為日營或宿營並提供膳食，請參照「營費」 (附錄 III

項目 2)。  

10. 「參加者紀念品」(附錄 III項目 6)：以食物或飲品作為參加者紀念品

的支出將不獲資助。  

11. 「場地」 (附錄 III 項目 7)：空氣調節費用 (如適用 )，可包括在「場

地租用」費用內，惟單據需分開說明。場租津貼不可用於支付申請

機構在其處所範圍內所有場地費用。  

12. 「活動物資」 (附錄 III 項目 11)：不可用作禮物或探訪者紀念品用

途。  

13. 「保險」 (附錄 III 項目 18)：申請團體／學校如有購買活動保險，

保險證明書或收據必須由發出公司列明受保的活動名稱及╱或活

動日期，並且須專為獲批准的北區青年活動而設，如申請團體／學

校所提交的保險證明書或收據包括其他活動，必須另行列明受保的

個別北區青年活動的保險費用及涵蓋日期。  

14. 「雜項」 (附錄 III項目 21)：為小額開支，例如文具或影印等，並不

包括沒有申請而臨時支出的項目，如食物和飲品等。如有發現濫用

情況，委員會有權不批准有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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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獲資助義工／工作人員規定：  

(a)  獲資助義工／工作人員與參加者比例  

在審核申請團體及學校舉辦的一般活動撥款時，需按照下列人

手比例計算，詳情如下：  

 

一般活動  隨隊獲資助義工／  

工作人員與參加者比例  

參觀  1:20 

宿營  1:10 

  

特殊需要人士參加活動   

請參閱附錄 III 的特殊學校的師生人數比例  

  

(b) 獲批款團體／學校的職員不能同時擔任活動義工 (職員定義請

參閱第 16項 )。  

(c)  在特殊情況下，委員會可酌情豁免上文 15(a)項的義工與參加者

比例，惟申請團體／學校須詳細說明理由，並不遲於活動舉行

前七個工作天提出申請。  

(d) 除《準則》附錄 III列明的項目外，委員會接納下列支出項目︰  

項目 
每人每日 

最高資助額 

工作人員入場費 

(獲資助工作人員與參加者的比例不可大於

1:10。審批準則與《準則》附錄 III 之中

的 2.營費的資助原則相同) 

 

154元 

(註︰上年度為 150元) 

 

(e)  下列支出項目均不獲資助﹕  

(1) 參加者紀念品  

(2) 比賽獎品  

(3) 參加者便餐  (應以義工膳食津貼項目支出 ) 

(4) 參加者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 (應以義工交通津貼項目支

出 ) 

16. 就同一活動計劃而言，參加者不可同時擔任義工／導師／表演團體

等，反之亦然。否則，所有有關開支概不獲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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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秘書處及工作小組批准活動撥款前，不接受涉及擬舉辦活動的優

先次序及財政安排的修訂申請。  

18. 委員會預計於 2022年 6月份以書面將結果通知各申請團體／學校，

惟需視乎處理申請進度而定。  

19. 所有活動及財政報告須於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或不遲於 2023 年 2

月 6 日 (以較早日期為準 )遞交至秘書處。所有延期遞交報告的團體

／學校均會被記錄在案，委員會並保留權利扣減有關活動的撥款及

不接受翌年撥款申請。  

20. 所有一般活動須於 2023 年 1 月 5 日或之前完成。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22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