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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使用及申領指引  

 (有關本指引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若有理解上的偏差，一概以英文版本作準) 

  

1. 撥款使用 

     

 1.1  成本效益 

   撥款必須謹慎使用，並用於經批核的專案範疇內，以成本效

益為原則，使專案達到指明之目的。 

    

 1.2  遵照獲批准之財政預算 

   獲撥款機構(機構)應遵照本基金批核信內所批准之財政預

算，不在獲批准財政預算內的支出項目將不會獲申領◦一般而

言，關於已獲批准的每個開支項目之間的調配，倘若幅度不

超過 10%，機構可以自行決定◦如調配幅度超過 10%，機構

須先取得本基金事前批准◦在個別情況下，本基金會決定某些

開支項目是不能調配的，機構收到批核信(連同附本)時會一

併獲得通知。機構若確實不得不修改財政預算，必須先取得

本基金事前批准。 

    

 1.3  批核範圍之內 

   本基金不會負責批核範圍以外的任何開支，及獲批准專案的

完成日期之前及/或後的項目開支。 

    

 1.4  未用餘額 

   機構可申領已批核之撥款金額或批核範圍以內實銷金額，以

兩者中較低者為準。若批核撥款已事先發給機構，該機構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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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案完成後兩個月內把未用餘額歸還本基金。 

    

 1.5  增補撥款 

   本基金不會考慮任何增補撥款之申請，機構需自行負責批准

撥款額以外的費用或其他額外開支，以確保能夠完成專案，

且不縮減原定規模及範圍。 

    

2. 專案之推行 

  

 2.1  改變獲批准之條款 

    

 2.1.1  如遇到任何錯失/預計錯失，以致未能依原定進度表及/或獲

批准計劃進行，機構須即時通知本基金，以書面說明延誤原

因及提交理據，亦須把修改的進度表及/或專案計劃書呈交予

本基金批准。 

    

 2.1.2  機構需嚴格依循批核信(連同附件)上所指定之批核專案的條

款，若機構需作出任何改動，必須先以書面向本基金要求批

准改動（即使改動不涉及成本增加）。  

     

 2.1.3  特別當涉及專案中的主要條款，機構須在改動發生前向本基

金遞交更新的專案計劃書（如需要，亦附上更新的財政預

算），這些改動或會涉及專案的目標、範圍、地域位置、受

惠人士、推行時段、活動計劃、員工、輸出、成效、財政預

算、開支分佈（即使在已批准的財政預算內）。本基金概不

負責任何沒有遵從本基金政策或獲批准專案中條款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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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調配開支的準則 

   機構需負責獲批准專案範圍以外的任何財務支出，一般而

言，關於已獲批准的每個開支項目之間的調配，倘若幅度不

超過 10%，機構可以自行決定◦如調配幅度超過 10%，機構

須先取得本基金事前批准◦在個別情況下，本基金會決定某些

開支項目是不能調配的，機構收到批核信(連同附本)時會一

併獲得通知◦機構若確實不得不修改財政預算，必須先取得本

基金事前批准。 

    

 2.3  非賣品 

   本基金所贊助製作的物品，包括影音產品、刊物或任何電子

項目/產品/媒體，倘未取得本基金書面批准，不得用作售賣

用途。 

    

 2.4  經濟消費水平 

   一般而言，對於旅費開支、茶點、用餐、住宿及其他開支，

本基金只認可「經濟消費水平」的開支，機構必須持守負責

任、合理、不浪費、不奢侈的態度來使用撥款，至於每人每

日住宿酒店之開支，會列在批核信之附件上的批准財政預算

內。 

    

 2.5  每日開支津貼 

    

 2.5.1  「每日開支津貼」項目是根據獲批准的金額來作出評估的，

若沒有實際開支，機構便不應作出申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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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專案主管及：財務總監/會計經理/督導主任/專案主管上司，

有責任以書面通告提醒其員工，以合理、負責任、不奢侈的

態度使用撥款。更應時常以經濟價目作為使用開支的參考，

撥款不應用於任何奢侈品之上，特別是閒暇用途方面，也不

應向本基金申領有關的開支或入帳。（請呈交此通告副本予

本基金。） 

    

 2.5.3  在特殊情況下，本基金會豁免機構提交「每日開支津貼」項

目之收據。若將來發現款項被不合理或不誠實使用時，本基

金會嚴格要求機構恢復提交收據，機構應在專案開始前，先

得到本基金書面確認是否可省免提交有關此項目的收據。 

    

 2.6  遵守法例 

   機構需確保其專案依法進行，也嚴格遵照各項法例守則。本

基金贊助之影音物料不能載有任何侵犯知識產權之內容，也

不得侵犯肖像權、私隱權、宣傳限制等等，機構有責任確保

沒有任何侵權的行為，機構若打算採用他人創作，必需事先

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機構若因任何侵權或違法/違規行為遭

索償，本基金概不負責。 

    

 2.7  存貨記錄 

   機構需就各項以撥款購得之資產/物品作出存貨記錄，並確保

資產/物品妥善保養及保存。 

    

 2.8  共同贊助 

   若機構打算同一專案同時接受本基金以外之機構贊助，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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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取得本基金之書面同意。若本基金認為與另一機構共同

贊助該專案並不恰當，本基金將撤回贊助，並要求機構歸還

所有已發放之贊助金額。   

    

 2.9  以贊助人命名 

   若機構希望尋求其他贊助人為專案命名，必須預先以書面徵

詢本基金同意。  

    

 2.10  匯率 

   本基金會引用指定之匯率，作為計算發票/收據所涉及的貨幣

或匯率的依據，一般來說是根據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的匯率

作參考，此做法適用於所有發票/收據，包括信用咭收據；另

方面，在批准撥款時，會個別與機構確定匯率的參考日期。 

    

3. 報價及招標要求 

    

 3.1  要求 

   機構需確保獲批專案之物品/服務的採購有合理議價，須向多

間供應商/承辦商取得報價或進行招標，如下文所列：-  

    單一採購/合約 (HK$) 報價/招標要求 

i. 不超過 $5,000 不需要 

ii. $5,000 - $20,000 最少兩個報價（口頭或書面） 

iii. 超過  $20,000 但不超

過$50,000 

最少兩個承辦商或供應商之

書面報價或招標 

iv. $50,000 - $1,000,000 最少三個承辦商或供應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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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價或招標 

v. 工程（包

括裝修及

裝置） 

超過

$1,000,000 

必須招標（公開或限制），最

少要邀請三名投標者，機構

須有完善招標政策，標書須

列出詳盡細節，本基金將待

機構呈交已獲清楚授權之詳

細投標報告後，才會發放撥

款。 

 服務或購

置 

超過

$1,000,000 

 

    

 3.2  嚴守規例 

   機構必須嚴守報價/招標之規限，不得以分期形式，或分割合

約或報價單/訂單，以避過報價/招標程序，機構必須確保其

嚴守規則，並把已確認的申領書呈交本基金（參閱 4.3 段）。 

    

 3.3  最低出價 

   按照報價/招標規限所取得之最低出價，一般都應獲得接納。

不過，若機構有合理原因，並事先取得本基金同意，少於規

定的投標者數目或並非最低出價之報價/標書，也可獲考慮。

機構需把理由列明，連同有關文件呈交本基金批核。 

    

 3.4  妥存記錄 

   機構須妥善保存所有關於招標/報價記錄的文件，招標報告及

/或報價記錄須連同中期報告或最終報告一併交回，以及應本

基金的要求，提交其他記錄供審查。報價記錄須綜合所收到

的報價資料（包括價格、公司名稱、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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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利益衝突 

   機構需確保員工/成員省察利益衝突的情況，並設有機制，讓

他們在機構制定或提出合同、報價、招標時申報利益，以防

止獲批准之專案在進行時出現任何有利益衝突情況。利益衝

突之情況有可能導致違反防止賄賂條例(201 章)或其他香港

法例，屬刑事罪行。本基金申明，一旦機構被發現涉及任何

違法、違規或刑事行為，本基金保留權利立即終止贊助，及

立即索回已發放之撥款。  

    

 3.6  適當批核權 

   機構需確保購買貨物、器材及服務時權責分明，指定職位相

當之負責人作批核人員，而負責報價或招標者則不應該同是

批核者。 

    

4. 發放和申領款項及報告 

  

 4.1  撥款方法 

   本基金決定撥款方式是採取事後申領或事前支付的方式，事

前支付(全數或以分期形式)，一般來說，應用於較小型機構，

或機構在流動資金上出現困難或其他原因，有關撥款方法會

在機構與本基金共同簽署的撥款合約中列明。 

    

 4.2  事後申領 

   申領要求必須在提交中期報告或期末報告，或根據機構與本

基金簽訂的撥款合約規定之時限呈交，若不遵從此規定者，

款項有可能被撥回或撤回本基金，而不另行通知。 



  更新日期 :     9.2015 

撥款使用及申領指引        十二頁之八 

 4.3  中期報告或期末報告 

    

 4.3.1  提交時間表 

   不論在事後申領或事前支付情況下，機構應提交中期報告或

期末報告，一般提交時間表如下列，但該時間表可視乎個別

情況而作出更改，機構須留意及遵照撥款合約所定的條款。 

   報告類別 適用於 提交時間表 

   i. 中期報告 專案時間多於一年 每六個月；或 

根據撥款合約內所規定 

   ii. 期末報告 不論專案時間長短 在專案完成後的兩個月內 

    

 4.3.2  中期報告或期末報告應包含的文件 

   中期報告或期末報告應包含下列文件： 

    

   i. 專案評估報告 (Project Evaluation Report) 

    (按照本基金提供的格式) 

     

   ii. 中期/期末「收入與支出結算表」 

    (Interim/Overal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ement) 

    (按照本基金提供的格式) 

     

   iii. 正本發票/收據（有關規格請參閱 4.4.1 至 4.4.9 段） 

     

   iv. 報價記錄 

     

   v. 招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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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正本之發票/收據 

    

 4.4.1  核對了正本之發票/收據後，本基金會退回所有正本發票/收

據予機構。 

    

 4.4.2  機構須與正本發票/收據一併提交包括以下(i)及(ii)中任何一

個簽署的聲明書，聲明所有發票/收據已就下述 4.4.3 段所列

舉各點進行妥善核對。 

    

   i. 專案主管; 及 

     

   ii. 財務總監/會計經理/督導主任/或專案主管/上司 

     

   與每個簽署相對應的姓名、職銜及簽署日期，亦應一併在此

聲明書上顯示。 

    

 4.4.3  專案主管及有關簽署人士必須仔細檢查發票/收據，在提交予

本基金前，確保已完成下列各點 ： 

    

   i. 發票/收據已被檢查無誤，從未在之前申領此開支； 

     

   ii. 已遵從報價/招標要求； 

     

   iii. 採購的貨品/服務已完好收妥，屬此專案所必需的。 

     

   (4.4.2 段中的聲明書應包括此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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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專案主管及：財務總監/會計經理/督導主任/或專案主管/上司

必須於任何曾有修改的發票/收據上加簽（例如：金額、內容、

名稱、日期、接受津貼者姓名等等之修改）。 

    

 4.4.5  如發票/收據上的內容或金額有脫色情況，應在旁把這些資料

填上，並須由專案主管及：財務總監/會計經理/督導主任/專

案主管/上司在該發票/收據上加簽。 

    

 4.4.6  所有發票/收據應貼在 A-4 尺寸紙上（可使用回收再造紙）。 

    

 4.4.7  至於沒有正式收據之開銷（如義工/義務助手/指導員/訓練員

之津貼），機構須呈交收款確認書，顯示收款人的全名、職

銜及收款人簽署，機構可以列表方式記錄同一類別之多名收

款者，這收款確認書需由上述 4.4.2 段中所列要求正式簽署

作實。 

    

 4.4.8  關於員工薪金開支，機構需提交由其行政/會計經理簽發的薪

金支付記錄，如有疑問，本基金會要求機構的有關員工簽署

表示已收薪金。 

    

 4.4.9 

 

 本基金會引用指定之匯率，作為計算發票/收據所涉及的匯率

的依據，一般來說是根據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的匯率作參

考，此做法適用於所有發票/收據，包括信用咭收據；另方面，

在批准撥款時，會個別與機構確定匯率的參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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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如何整理中期/期末「收入與支出結算表」 

    

 4.5.1  機構應使用由本基金提供的「收入與支出結算表」表格。 

    

 4.5.2  填寫在「收入與支出結算表」上的開支項目及/或分類的用詞

必須與獲批准的財政預算上的用詞一致。 

    

 4.5.3  所有支出（及有關的發票/收據）須根據獲批准的財政預算作

出分類，每個類別須用一張獨立的表詳列索引發票/收據的編

號（由機構自行訂出），及標示每張發票/收據的金額，作為

收入與支出結算表的補充。 

    

5. 鳴謝 

    

 5.1  機構須向本基金鳴謝，包括在所有與專案有關之宣傳品或印

刷刊物、電子煤體、典禮或活動上的背幕上顯示本基金的名

稱、徽章及標準鳴謝字句，每份宣傳品或印刷刊物副本應即

時遞交與本基金存檔。 

    

 5.2  本基金會為機構提供如下所示徽章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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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標準鳴謝字句如下所示 : 

   Acknowledgement 

   We are grateful to the Fu Tak Iam Foundation Limited for 

their sponsorship of the (name of Project) 

   鳴謝 

   本會非常感謝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對 (專案名稱 )的

贊助。  

    

 5.4  機構應保證本基金的名稱及徽章正確無誤地編印在

任何場合的鳴謝上。  

    

 5.5  機構以贊助款項購買之車輛，須於車輛兩邊塗上鳴謝字句及

本基金徽章，該設計及字眼須預先呈交予本基金批核。 

    

 5.6  機構以贊助款項購買之器材設備，需於當眼位置加上鳴謝字

句。 

    

 5.7  若機構獲批 HK$200,000 或以上贊助，作物業裝置/裝修/建築

等之用途，須於物業內當眼位置擺放紀念牌匾，該設計及字

眼須預先呈交予本基金批核。 

    

 5.8  機構須負責有關鳴謝之開支。 

    

    

 (有關本指引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若有理解上的偏差，一概以英文版本作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