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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學校及大專院校，， 

透過音樂表演，向弱勢社群送上關懷及祝福。 

 

 

 

 

 

 

 



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  資助計劃  

目標  

「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資助計劃自 2009 年推出至今，受到辦學團體及社福機構熱烈

歡迎，共有 270 間中學、小學、國際學校、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團隊參與，社福機構受

惠人數超過 25,000 人，觀眾包括長者、智障及傷健人士、新移民及少數族裔、精神病

康復人士及復康中心和療養院院友等。計劃將於 2017/18 學年繼續推行，為更多中、小

學校、大專院校、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提供資助，讓青少年及弱勢社群受惠，延續社會

和諧共融。  

內容  

這項計劃藉着信和集團的贊助，提供活動經費，鼓勵學校音樂團隊為弱勢社群舉辦音

樂活動。參與的團隊應以音樂表演為主，亦可引入校內其他表演或服務單位；同學除

獲得演出和服務社群的經驗外，更可透過活動發揮創意、鍛鍊溝通，並培養團隊合作

精神和組織能力。  

受資助的團隊必須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演出，音樂事務處及受惠機構將就演出

團隊的表現給予意見及評分；音樂事務處會根據評分總成績，邀請表現出色的團隊參

加於 2018 年 7 月 14 日舉行的「匯報音樂會」，再展才藝，並分享服務過程的體會。所

有成功參與「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的團隊及參演同學，將會在「匯報音樂會」獲頒

嘉許狀。  

計劃中設有「信和集團積極參與獎」及「最受歡迎團隊獎」。詳情如下：  

信和集團積極參與獎  -  頒贈予連續三個學年 (2016/17、2017/18 及 2018/19)獲選參與本

計劃並已完成演出的學校團隊；  

最受歡迎團隊獎  -   每個團隊於音樂會完結後透過 Facebook 專頁發出一個帖子，上

載活動相片、視像片段或參加者感想，獲得最多「 Like」的團

隊將奪得「最受歡迎團隊獎」。  

申請資格  

1.  申請單位必須為本港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學校及大專院校。  

2.  活動必須為免費音樂節目，不涵蓋經已舉行的活動。  

3.  音樂活動的服務對象，必須為本港註冊社會服務機構屬下的受惠人士。  

4.  活動應避免帶有宗教宣傳、籌款或典禮性質。  

遞交活動申請書  

1.  活動申請書內必須詳列表演形式、內容、舉行時間、演出場地、活動經費預算，及

其他有關資料，包括所有合作團體的名稱。  

2.  申請單位必須自行安排演出場地及服務對象。申請單位亦可考慮於校內禮堂演出，

邀請區內社會服務機構的受惠人士出席。有關本港註冊社會服務機構的名單，可瀏

覽社會福利署網頁：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ownload/page_listofserv/  

3.  申請書必須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遞交。音樂事務處於收到申請表後的 2 個工

作天內會把申請編號傳真給申請學校，若學校屆時沒有收到有關編號，請立即聯絡

本處，以覆實申請。  

4.  通過甄選獲資助的活動，必須在指定日期內，按原定方案舉行。每個演出活動可獲

最高 2,000 元資助。  

5.  資助項目包括：交通運輸、專業導師酬金津貼及雜項。  

6.  申請單位可安排一場或以上場次演出，每場作一個申請計算，惟本計劃只會在尚有

資助餘額的情況下方會考慮有關的額外申請。  

 

 



 

處理申請及審核  

1.  音樂事務處於收到活動申請書後，會審閱其內容，以確定活動切實可行，並符合

資助範圍，同時依據處方開支標準，審視申請的分項支出預算是否合理。  

2.  音樂事務處在評核申請期間，在有需要時會要求申請單位提供更詳盡的節目資料，

或在音樂會安排上作出調整。  

3.  申請單位提交的節目建議，由音樂事務處的音樂專業人員組成的小組負責評審。

審核結果將於申請截止日期後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  

4.  可獲資助的活動數目，將視乎可獲得的贊助金額及參與學校所需資助金額而定。 

甄選準則及優先機制  

1.  建議的活動必須以音樂演出為主，音樂環節不少於 30 分鐘。除具備可行性，並以

原創性及引入較多互動元素為佳。  

2.  申請單位宜有籌辦活動及演出的經驗，曾舉行以弱勢社羣為對象的活動更佳。  

3.  所有申請經由既定標準予以評分，並根據評分結果，排列可獲資助的優先次序。  

接受資助須履行的義務及條件  

1.  獲資助單位必須按活動計劃的日期及內容完成，在特殊或無可避免的情況下，則可

例外處理，但必須事先以書面提出，並得到音樂事務處的書面同意，而活動亦須於

指定日期內完成。  

2.  獲資助的款項必須用於獲准支出項目，按實際開銷支付，但不能超出該類支出的資

助上限和已批核的總預算，亦不能用作預支節目開銷項目。  

3.  獲資助單位不得同時接受其他商業機構的贊助。  

4.  一切有關活動的宣傳品均須展示音樂事務處及贊助機構的名稱 /徽號，獲資助單位

並應在製作有關宣傳品前交予音樂事務處審核。  

5.  音樂事務處有權在活動現場，派員觀察，以了解及評核活動的進行情況。  

6.  獲資助單位必須於完成活動後 20 個工作天內向音樂事務處遞交活動報告 (連活動

照片 )，連同由校長核實之活動開支報表及獲批資助項目的收據正本；音樂事務處

於收到相關文件、審核支出並認為妥當後，會安排發出資助款項。  

7.  音樂事務處及贊助機構有權將活動報告內容及活動相片公開作宣傳用途。獲資助單

位亦可能獲邀出席音樂事務處安排與本計劃有關的宣傳活動。  

8.  獲資助單位必須於完成活動後上載活動相片、視像片段或參加者感想等資料到本計

劃的 Facebook 專頁，與大眾分享活動花絮，宣揚關愛信息。  

附錄：支出預算項目  

（每個演出活動最高資助額為 $2,000；個別項目的支出不得超出下列限額。 )  

項目  最高資助額  備註  

A.交通及運輸  每項活動 2,000 元  接載參與演出的學生及工作人員、運載演出用器材或

接載受惠觀眾到演出地點。 

B.專業輔導人

員津貼  

每項活動 1,000 元  為演出而需支付的專業導師、伴奏或製作人員津貼。  

C.雜項  每項活動 500 元  送贈受訪者禮品、宣傳或節目印刷品、演出用道具等

(不包括購買樂器、譜架，以及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 )。 

 

 

查詢 

2596 0898、 2582 5264 

www.lcsd.gov.hk/musicoffice  



 

 

 

 

I 申請者資料  Particulars of Applicant 
1 .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2 .  學校地址 Address of School 

3. 負責人姓名 /職銜 Name and Post of 

person-in-charge 

聯絡電話 Tel 

 

 

i )            i i )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4 .  演出團隊簡介 (包括成立宗旨、表演形式及成員人數。)  

Brief information of performing group (Including its aim, nature of performance and membership size.) 

 

 

 

 

 

 

5 .  演出團隊在過去三年內曾舉辦或參與的校內 /  校外音樂活動經驗（請註明舉辦活動的日期、活動內容、參加人數及對象，並

可夾附有關資料/ 文件。） 

Mus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or participated by the performing group in the past 3 years. (Please specify the dates, type of 
performance, target audience and the number of audience of these activities. Relevant information/ documents may be appended.) 

 

 

 

 

 

 

 

II 擬議活動計劃  Proposed Programme 

演出詳情 Deta i ls  o f  Programme 

學校必須自行安排 演出場地及服務對象，並於 201 8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演出，公眾假期除外。Per formance should  

be arranged by school  and conducted between February and May 2018,  publ ic  ho l idays exc luded.  

到訪社福機構名稱  

Name of the welfare organization to be visited 

到訪社福機構地址  

Address of the welfare organization 

機構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Name and phone no. of the contact person of the organization 

觀眾人數  

No. of audience 

觀眾類別 

Type of audience 

地區 

District 

日期/ 時間 

Date/ Time 

節目時間(分鐘)* 

Duration(minutes)* 

^
預計演出人數 

^
Estimated no. of Performers 

演出形式 (請以表示，可選擇多種形式) 

Programme Nature (Please  one or more choices) 

    音樂 Music 

戲劇 Drama 

韻律 Movement 

朗誦 Speech 

其他 Other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演出內容 Programme Content 

 
 
 
 
 
 
 
 
* 音樂環節的時間不可少於 30 分鐘。The duration of music programme should not be shorter than 30 minutes. 
^  

請注意一般社福機構場地只能同時容納每項不超過 15 人的音樂小組演出。Please note that most of the welfare organizations may only     

  accommodate a group of no more than 15 members for each performing item. 

2018「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懐」資助計劃申請書 

School Care Subsidy Scheme Application Form 

 

此欄由音樂事務處填寫 
For office use only 

收表日期:                           

表格編號:                           



 

 

III. 活動財政預算  Programme Budget 

開支項目 

Expenditure Items 

預計是次活動所需費用 (HK$)  

Estimated Cost (HK$) 

音樂事務處專用  

For office use only 

A. 交通及運輸 (最高資助額: HK$2,000) 

Transportation (Maximum subsidy: HK$2,000) 

例: 車輛 x 數目 x 時數 

Hourly rate of vehicle x no. of vehicle required x hours 
 

貨車 Lorry / 小型貨車 Goods van / 旅遊巴士 Coach /  

小型載客巴士 Passenger van / 的士 Taxi # 
  

B. 專業輔導人員酬金津貼(最高資助額: HK$1,000) 

Allowance for professionals (Maximum subsidy: HK$1,000) 

例: 工作人員時薪 x 所需人數 x 時數 

Hourly rate of personnel x no. of personnel required x 
hours 

 

導師 Instructor / 伴奏 Accompanist #   

C. 雜項 (最高資助額: HK$500) 

Miscellaneous (Maximum subsidy: HK$500) 
  

禮品 Gift / 宣傳或節目印刷品 Publicity & Printing /  

演出用道具 Props / 其他 (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 

[不包括購買樂器、譜架及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 Not applicable to 

purchas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music stands nor the 
environmental levy scheme on plastic shopping bags]  

  

總計 (上限 HK$2,000) 

Total (Ceiling HK$2,000) 

  

# 把不適用者刪去 please delete the inappropriate items 

遞交申請書限期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申請者必須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  把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傳真至 本處 (傳真： 2824 1989)。  

Applications with relevant supporting documents should be faxed to the Music Office on or before 15 January 2018 (fax: 2824 1989). 

申請表所填報的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Handling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under this Application 

在此表格填寫的個人資料，音樂事務處將用作處理「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資助計劃的申請。填寫此表格乃屬自願性質，但如你未能提供充足

資料，本處或未能處理貴校申請。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更改閣下的個人資料，

你亦有權索取填寫在此份表格上的個人資料複本。如欲查閱或更改資料，請致函音樂事務處活動及推廣組（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25 樓）提出申請。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Music Offic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chool Care Subsidy 
Scheme”.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by means of this form is voluntary.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al data as stated in this form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For access and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please write to Activities & Promotion Section, Music Office at 25/F Wanchai Tower, 12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聲明  Declaration 

我證實此申請表上的資料真確無訛。  

I hereby certify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is true and accurate. 
 

校長簽名：     

Signature of 
Principal: 

    

  

校長姓名：     

Name of Principal:     

 
日期：   學校印章：   

Date:   School C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