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少年軍 

心連心‧樂助人—社區關懷行動資助計劃 

關懷行動申請表格 

 

 

  

1. 申請者資料 (必填) 

負責人姓名(中文)： 負責人姓名(英文)： 

電話號碼： 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母 + 頭 3位數字)：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中文)：  

 

分隊隊號(如有)： 

 

第二負責人姓名(如有)：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行動負責人是否年滿 18歲？  

 是            否 

**未滿 18歲行動申請者須由一位成人作行動監督人，請填寫以下資料**： 

行動監督人姓名： 電話號碼： 

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母 + 頭 3位數字)： 

 

申請編號： 

(由本會填寫) 



 

 

 

 

 

 

 

2. 關懷行動資料 

關懷行動名稱： 

推行的地區 (可選多於一項)： 

 

 黃大仙   觀塘   油尖旺   東區 

 九龍城  葵青  中西區   離島 

 元朗    沙田    西貢    大埔 

 深水埗  南區  北區   灣仔 

 荃灣  屯門  
 

服務對象： 服務人數：  

工作人員人數：(如：職員、義工、導師等) 服務時數： 

服務形式： 

請選擇以下一項類別 (可選多於一項)： 

 

 社區探訪 

 

 多媒體教學 

 

 物資派發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站 

 

 免費課程 

 

 功課輔導 

 

 



3. 關懷行動簡介 

請以不多於二百字概述關懷行動的內容，如超出此字數將不獲考慮 

 關懷行動概述及內容 

 

 

 

 

 

 

 

 

 

 

4. 執行方法及日程 

請列明服務具體的執行方法、日程及其他相關的詳細資料 

預期執行日期及時間 項目/事工/程序 

  

  

  

  

  

 

 

 

 

 

  



 

5. 協作單位資料 (如有) 

請列出與協作單位的資料 

 協作單位名稱 協作方式 協作單位聯絡資料 

1   負責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2   負責人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6. 相關經驗及推行優勢  

請列出相關經驗及推行優勢 (不多於二百字) 
 

 

 

 



 

備註: 

1. 請列明各開支的用途、性質及其他相關的詳細資料。 

2. 義工津貼開支可以包括基本飲食及交通津貼，開支上限：每位義工連續參與活動三小時或以上 (包括午膳或晚膳時

間)為$80，三小時以下則為$60 

7. 關懷行動財政預算表 

請提交各項預算的明細 

1. 預算支出  (分項見下頁)                             (A) 小計              元 

2. 預算收入  

(i) 參加者收費 (預期人數 ____X每人收費

$_____) 

(ii) 其他 (請說明：                ) 

 

 

 

元 

元 

 (B) 小計 元 

3. 申請撥款總額  (不高於$10,000) (A) - (B) 元 

8. 關懷行動財政開支表 

請細閱各項備註，並提交各項預算的明細 

 活動開支細項 (備註 1) 每單位金額($) 數量 總額(HK$) 

每單位金額

x數量 

例：宣傳單張 例：$3 /張 例：100張 例：$300 

活動場地及設備租用開支     

物資開支     

宣傳及推廣開支     

義工津貼 (備註 2)     

其他：______________     

總預期開支  



 

為使本會能盡快處理閣下的申請，請在遞交表格時確保以下事項已備妥：(請加上’ ’號) 

 1. 填妥申請表格每一欄內的所需資料 

 2. 已細閱關懷行動申請人須知 

 

可瀏覽本會網站取得更多資料： 

https://www.bbhk.org.hk/ 

 

請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電郵至: 

Stedfast_house@bb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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