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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基金背景、 
「一般撥款計劃」簡介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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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基金 - 背景資料 

 1996年成立，立法會撥款3.5億元作為種子基金 

 立法會於2010年通過撥款注資30億元，基金的資

本增至33.5億元 

 利用投資所得利潤，資助社會各界籌辦不同類型

的禁毒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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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基金–五個撥款計劃 

1.1. 一般撥款計劃一般撥款計劃    

2.2. 特別撥款計劃特別撥款計劃 – 資助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進行工程

項目，以符合法例第566章的發牌規定，取得牌照 

3.3. 健康校園計劃健康校園計劃 – 以校為本的多元化校園活動計劃，

涵蓋禁毒教育、輔導、支援，並包括校園測檢元素 

4.4.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  – 由18區分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聯同各民政事務處推行，針對吸毒隱蔽化問題，在

預防吸毒、及早辨識和介入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 

5.5. 「參與體育、拒絕毒品」計劃「參與體育、拒絕毒品」計劃  –自2017/18學年推

行，是由學生主導的校本預防教育項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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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撥款計劃」資助範圍 

 為戒毒人士提供治療和康復服務 

 提供預防教育和宣傳 

 就吸毒問題進行專項研究 

 混合以上性質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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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過去三年(2015(2015--17)17)，，  
「一般撥款計劃」資助共「一般撥款計劃」資助共158158個項目個項目，，  
總額達總額達33億億44  40040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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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撥款計劃」獲撥款項目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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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撥款計劃」獲撥款項目金額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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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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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 

吸毒情況呈現回落趨勢吸毒情況呈現回落趨勢  

 被呈報的吸毒人數持續下跌 

2016: 88  239 239 人人    2017: 66  725 725 人人 (  18%18%) 

 被呈報的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繼續減少 

   2016: 518518  人人    2017: 455455  人人 (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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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續） 

年輕成年人的吸毒情況年輕成年人的吸毒情況    

 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當中，21至35歲年輕成年人年輕成年人的
比例仍處於較高水平 

  

49% 
51% 

2017年 

年輕成年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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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續） 

吸毒人口的變化吸毒人口的變化  

 在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中，更多是在職而非在學 

12 

在職 

52% 
失業 

36% 

在學 

4% 

其他 

7% 

2016年 

在職 

55% 

失業 

32% 

在學 

5% 

其他 

9% 

2017年 
註：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各百分比相加可能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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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續） 

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  

 被呈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總人數 (3 952人) 繼續高於
吸食麻醉鎮痛劑（主要為吸食海洛英者）的人數（3 
702人） 

 吸食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冰毒」）最為普遍 

 吸食可卡因可卡因  2016: 801801人人    2017: 839839  人人 

 當中21歲以下青少年 

2016: 183 183 人人    2017: 227227  人人 ( 24%%) 

 吸食其他危害精神毒品如大麻、氯胺酮等的情況亦需
關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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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續） 

隱蔽吸毒仍然值得關注隱蔽吸毒仍然值得關注  

 新呈報個案的「毒齡」輕微下降，「毒齡」中位數

仍然值得關注  

2016: 4.64.6  年  2017: 4.34.3  年 

 吸毒地點︰多只在自己自己或朋友朋友家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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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毒品情況（續） 

吸毒者

面對的

問題 
生活 

開支 

工作 

家庭 

健康 

需要跨範疇和跨專業層面的協助 15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 

優先考慮範疇及項目構思方向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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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指引第26段及附錄C) 

戒毒治療及康復戒毒治療及康復  
  

a)因應最新吸毒者人口特徵最新吸毒者人口特徵（當中可包括21至35歲的年
輕成年人、女性吸毒者（包括懷孕婦女／母親）、少
數族裔人士以及性小眾）及配合配合他們不同需要他們不同需要的項目的項目。
項目可以先導形式推行，採用社區為本或院舍為本的
形式，或以住院留醫或外展形式提供治療 

b)b)支援吸毒者家人支援吸毒者家人，藉此接觸隱蔽在家的吸毒成員，並
提供加強動機的支援以疏導情緒壓力，以及防止跨代
吸毒的項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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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續） 

18 

戒毒治療及康復（續）戒毒治療及康復（續）  

c)c)促進／加強各個界別和服務模式相互協作，以應對愈
趨複雜的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個案，尤其是涉及吸食
「冰毒」的個案，以及為吸毒者提供有連貫性的戒毒
治療及康復服務

促進／加強各個界別和服務模式相互協作，以應對愈
趨複雜的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個案，尤其是涉及吸食
「冰毒」的個案，以及為吸毒者提供有連貫性的戒毒
治療及康復服務的項目。主要參與機構可為社區為本
的服務單位、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醫療服務機
構、執法機關、其他福利服務單位以及照顧特定群體
的非政府機構或團體 

d)d)協助及早辨識吸毒者並予以介入協助及早辨識吸毒者並予以介入的項目，包括但不限
於運用朋輩間的滾雪球效應，以及與在服務過程中或
會接觸到吸毒者的機構建立更緊密合作，以便轉介個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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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續） 

19 

戒毒治療及康復（續）戒毒治療及康復（續） 
 

e)e)加強對成功戒毒人士提供續顧服務加強對成功戒毒人士提供續顧服務，以減低他們復吸
的機會，並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的項目，例如戒毒療程
後的輔導、職業治療、職業訓練、提供就業安排的機
會、職業輔導以及師友計劃等 

f)f)為禁毒工作者、醫療專業人員及相關界別／人員提供為禁毒工作者、醫療專業人員及相關界別／人員提供
有系統培訓或經驗分享平台有系統培訓或經驗分享平台的項目，使其具備所需的
技巧和知識，處理愈趨複雜的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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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續） 

20 

禁毒教育及宣傳禁毒教育及宣傳  
  

g)g)針對可能有吸毒風險的不同階層或不同背景的一般青少針對可能有吸毒風險的不同階層或不同背景的一般青少
年、高危青少年、學生、少數族裔人士及／或性小眾，
提高他們對毒品禍害（特別是有關「冰毒」、可卡因、
大麻及／或氯胺酮的毒害）的認知

年、高危青少年、學生、少數族裔人士及／或性小眾，
提高他們對毒品禍害（特別是有關「冰毒」、可卡因、
大麻及／或氯胺酮的毒害）的認知的項目，尤其是教導
他們有關吸毒的風險和害處、糾正他們的錯誤觀念、推
動他們改變對毒品的態度、鼓勵及早求助，以及加強他
們認識干犯與毒品有關罪行的嚴重後果的預防教育 



21 21 

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續） 

21 

禁毒教育及宣傳（續）禁毒教育及宣傳（續）  

h)h)提高年輕成年人（提高年輕成年人（21至至35歲歲））、、在學校網絡以外的年在學校網絡以外的年
青人青人、、僱主及／或商業機構對毒品問題的認知僱主及／或商業機構對毒品問題的認知，加強
他們對常見毒品禍害的了解，建立抗禦毒品引誘的能
力，協助辨識隱蔽吸毒者，鼓勵及早求助，以及在工
作間建立無毒文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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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續） 

22 

禁毒教育及宣傳（續）禁毒教育及宣傳（續）  

i)i)提升家庭，特別是有吸毒風險的家庭提升家庭，特別是有吸毒風險的家庭（例如家庭中有未
成年母親、父母或家庭成員曾是吸毒者，或家庭成員中
有高危青少年）對毒品問題的認知的認知；以及加強家庭成員家庭成員
在減低家人的吸毒風險、及早辨識隱蔽吸毒者，和鼓勵
及早求助方面的作用和能力的作用和能力的項目 

j)j)促進社會人士接納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及設施，促進社會人士接納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及設施，以及促促
進康復者重投社會進康復者重投社會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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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優先考慮範疇（續） 

23 

研究研究  
  

k)k)研究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特性，尤其是本港常見的危害
精神毒品
研究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特性，尤其是本港常見的危害
精神毒品，例如「冰毒」、可卡因及大麻，以提供更多
有關毒品禍害的資料，並尋找適當的治療方法 

l)研究不同吸毒者群體不同吸毒者群體（例如女性吸毒者、懷孕吸毒者、
在職吸毒者及少數族裔吸毒者）的行為模式（例如隱蔽
吸毒的原因、復吸及其預防方法，以及跨代吸毒的影響）

的行為模式（例如隱蔽
吸毒的原因、復吸及其預防方法，以及跨代吸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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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機構有興趣申請
撥款，需要考慮… 

我的機構有興趣申請
撥款，需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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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構思方向 

針對毒品趨勢針對毒品趨勢  
 

確立服務對象確立服務對象  

制定預期效果制定預期效果  設計推行模式設計推行模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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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方向–針對毒品趨勢  

重點針對毒品趨勢重點針對毒品趨勢    

「冰毒」、可卡因、大麻、K仔 

 在職／年輕成年人 

 隱蔽吸毒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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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方向–確立服務對象 

考慮不同群組的需要，例如：考慮不同群組的需要，例如：  

  

27 

 年輕成年人  青少年／／學生 

 隱蔽吸毒者  少數族裔人士 

 戒毒人士  性小眾 

 婦女（包括孕婦及母親）  高危群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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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方向–確立服務對象 

配合群組特徵配合群組特徵，例如：，例如：  

  

28 28 

 生活模式／習慣 

 身體及家庭狀況 

 就業／學業需要 

 文化背景／習俗 

 興趣與口味潮流 

 朋輩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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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方向–制定預期效果 

盡早辨識吸毒者，轉介接受治療 

29 29 

協助戒毒人士重投社會 

支援受毒品問題困擾的家庭 

成功傳遞禁毒／抗毒信息，糾正謬誤，提升服務
對象抵抗毒品引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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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方向–設計推行模式 

為戒毒人士提供續顧服務為戒毒人士提供續顧服務  

心理輔導        就業培訓／職業配對 
 

跨界別合作跨界別合作，例如︰ 

社福機構、醫療機構、戒毒中心、 
地區組織、族群領袖、執法部門、 
商業營運者、僱主、院校… 
 

專業訓練專業訓練  

提升前線人員的技巧和知識，以處理愈趨複雜的吸
食毒品個案，及識別隱蔽吸毒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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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方向–設計推行模式（續） 

預防教育和宣傳預防教育和宣傳  

配合服務對象的背景、需要及興趣，設計相
關項目 

  

研究研究  

研究不同毒品種類（如「冰」、可卡因、大
麻、K仔）的特性，提議適當的治療方法 

研究不同吸毒者群組的行為模式，包括復吸
模式，以助訂定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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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核準則及撥款程序 

第四部分 

32 



33 33 

撥款額及申請數量 

 每項項目的撥款額上限: 

通常不超過600600萬萬；資助期一般不超過三年三年  

 擬議項目如超過600萬元或為期三年以上， 

申請者必須提出充分理充分理據據  

 每所機構／學院最多可遞交五份申請五份申請， 

可得的總撥款額不會超過2 5002 500萬萬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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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禁毒基金宗旨／禁毒元素薄弱 

為期三年以上／申請撥款超過600萬元（除非提

出充分的理據） 

合資格申請其他政府資助的項目  

內容不詳和設計欠奉的紀念品、禮物、宣傳單

張、光碟、小冊子及／或紀錄片等製作項目 

已完成或在獲批撥款前已開展的項目 

以下申請通常不獲考慮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指引第28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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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開支通常不獲批准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指引第29段) 

沒有支持理據的行政費及雜費* 

接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管理層人員的薪酬支

出、(就研究項目)首席研究員或合作研究員的顧問

費用 

能源成本(如水、電、煤氣等) 

 

*見以下行政支援撥款講解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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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開支通常不獲批准（續） 

固定裝置、辦公室傢俬、電腦／電子裝置、其

他設備的費用* 

離港旅程費用 

在香港以外舉辦活動／提供服務的費用 

就研究結果出版學術刊物或參與學術會議的費

用 

 

 *見以下行政支援撥款講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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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申請表第G部相關部分 

 須提供充分理據，但由於行政支援撥款涵蓋的開

支項目或未能個別量化，因此無需提供分項開支

詳情 

 行政支援撥款款額不會超過獲批項目開支或實際

項目開支(不包括剔除項目)的5%，以較低者為準 

行政支援撥款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指引第17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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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支援撥款用以涵蓋機構在以下七個範疇為項

目提供中央行政支援的開支： 

1.服務計劃籌劃及管理及質素保證； 

2.人力資源管理； 

3.帳目管理及財務監察； 

4.風險責任管理，包括內部審計、遵照程序、保險

及補償申索、處理投訴及管理事件； 

行政支援撥款 – 涵蓋範疇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指引附錄B) 

38 



39 39 

5.宣傳推廣、公共關係及企業傳訊； 

6.辦公室租金差餉及水電設施等費用；及  

7.資訊科技設施供應及技術支援。 

 須提供充分理由並說明有關撥款用以支付以上 

七個範疇之中哪一個範疇的開支，但無需提供分

項開支詳情 

 

行政支援撥款 – 涵蓋範疇（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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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行政支援撥款時，下列項目會被剔除： 

1.現金或實物形式的資助及禮品(例如獎賞

禮品包、迎新禮品包、給參與者的禮品

或資助、求職資助等) 

2.購置固定資產、設備或相關配件、車輛

及船隻(例如購買樂器、驗毒設備等) 

行政支援撥款 – 剔除項目 
(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指引附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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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支付予外判醫療專業人員、臨床心理學家 

及其他專業服務的醫療或專業費用(例如精神科

治療的診症費、智商測驗費用等)； 

4. 酬金，包括但不限於支付予客席講者、導師、  

義工及康復者的酬金； 

行政支援撥款– 剔除項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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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判的培訓、職業課程及興趣班(例如採購電腦

培訓課程、聘請烘焙導師等)； 

6. 保險保費；及 

7. 外聘核數師費用。 

行政支援撥款– 剔除項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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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程序 – 審批申請 

第一步 
•申請書由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考慮是否值得支持 

第二步 

•非研究項目－非研究項目－視乎申請的金額，分別送交三人評審小組或評審委

員會審議（由禁毒常務委員會及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成員組成） 

•研究項目－研究項目－交由研究諮詢小組考慮 

第三步 
•評審小組、評審委員會及研究諮詢小組的建議 
交由禁毒常務委員會審核 

最後 

•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參考禁毒常務委員會的意見後， 
會就是否批准撥款作最終決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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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2018年度撥款計劃指引附錄D) 

  

 

 

 

 

  

只有在以上四項批核準則均取得合格分數的申請，只有在以上四項批核準則均取得合格分數的申請，  

才獲考慮撥款才獲考慮撥款 

批核準則批核準則        比比  重重      ((合格合格))  

擬議項目的效用   30％   (15％) 

擬議項目的影響    30％    (15％) 

項目設計及可行性    25％  (12.5％) 

申請人/機構的經驗及往績    15％                  
(7.5％) 

總分總分::    100100％％          (50(50％％))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jE95iExanNAhUMF5QKHVy1CKoQjRwIBw&url=https://educationland.wordpress.com/2011/06/01/the-criteria-of-a-successful-teacher/&psig=AFQjCNHC4pVzSaK7oxEc-IUWTJAOo0YkAQ&ust=146606315888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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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擬議項目的效用  
(30分為最高；15分合格) 

 是否配合基金會優先考慮的範疇 

 （戒毒治療及康復項目）能否彌補現時服務不足

之處，讓吸毒者直接受益，或有助發展新服務模

式 

是否具創意，能傳達深入全面的禁毒知識，或為

吸毒者提供直接有效的服務 

 有否與有否與禁毒基金支持的現有服務重疊； 

是否能為政府、學校或其他非政府機構 

現正推行的計劃帶來顯著的增值作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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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擬議項目的影響 
(30分為最高；15分合格) 

 是否對本港的禁毒工作有直接裨益 

 是否確有需要推行擬議項目 

 如何傳達禁毒信息，或提供連貫性服務，協助吸

毒者戒除毒癮，並重返社會；項目設計宜以實證

為本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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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項目設計及可行性 
(25分為最高；12.5分合格) 

 項目推行的時間表是否經過審慎計劃，年期是否切

合實際和合理  

 參與者在策劃和推行有關項目的參與程度 

 是否妥善設計評估機制及成效指標，以客觀評估項

目的效益 

 建議預算是否合理和合乎實際情況（如預算支出 

vs  受惠者／參與者／使用者的人數） 

 （基本工程項目）會否增加經常開支的負擔，如職

員薪津和維修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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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申請人／機構的經驗及往績 
(15分為最高；7.5分合格) 

 申請人／機構過往運用基金的表現， 

包括是否恪守撥款條件 

 申請人／機構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的能力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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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在撥款獲批後六個月內開展項目 

 所需撥款和項目推行時間表一經核准，必須嚴格

依循。任何更改必須事先得到基金會書面批准。 

 任何情況下，基金會不會追加撥款 

 須通過公開公平的制度招聘項目員工 

 因推行項目而採購或編寫的所有材料，其擁有權、

版權和其他一切知識產權屬基金會所有 

 若不恪守撥款條件，基金會有權按情況扣存或索

回已發放的撥款 

撥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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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還款項模式發還款項模式  (Reimbursement mode)(Reimbursement mode)  

 適用於獲批撥款少於少於5050萬元萬元而獲撥款人／機構選擇
不聘用核數師不聘用核數師的項目 

 

分期發放模式分期發放模式  ((Instalment Instalment mode)mode)  

 適用於獲批撥款少於少於5050萬元萬元而獲撥款人／機構選擇選擇
聘用聘用核數師核數師的項目； 

 以及獲批撥款5050萬元或以上萬元或以上的項目（必須聘用核數
師） 

 

 
56 

撥款程序 - 發放撥款安排 
(2018年度撥款計劃指引第39段及附錄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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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還款項模式發還款項模式  (Reimbursement mode)(Reimbursement mode)  

撥款程序 - 發放撥款安排（續） 

項目開始 項目執行期間 

每兩個月提交發還款項申請
連同其他證明文件 

獲撥款人／機構 
墊支項目支出  
獲撥款人／機構 
墊支項目支出  

項目完結 

如項目進度理想並符合撥款條
件，可獲發還項目的開支，直

至項目完成為止 

如項目進度理想並符合撥款條
件，可獲發還項目的開支，直

至項目完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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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發放模式分期發放模式  (Instalment mode(Instalment mode):):  

如項目為期如項目為期1212個月或以下個月或以下  

  

  

撥款程序 - 發放撥款安排（續） 

項目開始 項目執行期間 

獲發放項目整體 
所需款額50% 
獲發放項目整體 
所需款額50% 

獲撥款人／機構 
按時提交： 

項目完結 

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或向基金會
退還尚未動用的撥款） 

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或向基金會
退還尚未動用的撥款） 

最終「經審計帳目」 
和詳盡報告 

（項目完結時） 

進度報告 
（每半年／季及按 
基金會秘書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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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發放模式分期發放模式  (Instalment mode(Instalment mode):):  

如項目為期如項目為期超過超過1212個個月並少於月並少於1818個月個月  

  

  

撥款程序 - 發放撥款安排（續） 

項目開始 首年度 

獲發放首年度 
所需款額50% 
獲發放首年度 
所需款額50% 

獲撥款人／機構 
按時提交： 

項目完結 

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
（或向基金會退還尚未
動用的撥款） 

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
（或向基金會退還尚未
動用的撥款） 

第二年度 

首年度完結時 
獲發放首年度款額餘下50%， 
及第二年度所需款額50% 

首年度完結時 
獲發放首年度款額餘下50%， 
及第二年度所需款額50% 

最終「經審計帳目」 
和詳盡報告 

（項目完結時） 

年度「經審計
帳目」 

進度報告 
（每半年／季及按 
基金會秘書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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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程序 - 發放撥款安排（續） 

項目開始 首年度 

獲發放首年度
所需款額100% 
獲發放首年度
所需款額100% 

項目完結 

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
（或向基金會退還尚
未動用的撥款） 

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
（或向基金會退還尚
未動用的撥款） 

第二年度 其後年度 

首年度完結時 
獲發放第二年度
所需款額50% 

首年度完結時 
獲發放第二年度
所需款額50% 

獲撥款人／機構 
按時提交： 

最終「經審計帳
目」 

和詳盡報告 
（項目完結時） 

年度「經審計
帳目」 

進度報告 
（每半年／季及 

按基金會秘書處要求） 

其後每年度完結時 
獲發放上一年度款額 
餘下50%，及下一年度
所需款額50% 

其後每年度完結時 
獲發放上一年度款額 
餘下50%，及下一年度
所需款額50% 

分期發放模式分期發放模式  (Instalment mode):(Instalment mode):  

如項目為期如項目為期1818個月或以上個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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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出的行政支援撥款會按以上所述的發還款項發還款項

模式模式((ReimbursementReimbursement  modemode)或分期發放模式分期發放模式  

(Instalment(Instalment  modemode))，與其他撥款一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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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程序 - 發放撥款安排（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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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費用（適用於分期發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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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核數及核證要求，獲撥款機構會獲批撥

款，用以外聘核數師 

  

  

  

 就聘用核數師的項目而言，「行政支援撥

款」屬獨立開支項目，須於「經審計帳目」

內適當列明

「行政支援撥

款」屬獨立開支項目，須於「經審計帳目」

內適當列明 

獲批項目年期 
聘用核數師的 
最高撥款額 

1年或以下 8,000元 

1年以上至2年 16,000元 

2年以上 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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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會計紀錄 
(2018年度撥款計劃指引第37段及附錄E) 

63 

 須保存與一般撥款計劃資助有關的賬簿及所有其

他相關紀錄及資料，保存期為計劃完成或最後一

筆撥款發放後最少77年年（舊要求為33年年），或按照

現行法例規定的期限，以較長者為準。 

 該等賬簿及紀錄須供禁毒基金會秘書處的獲授權

人員及審計署在合理時間查閱。 



評估項目成效的方法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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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dule II (outcome evaluation methods).pdf
2. Module II (outcome evaluation metho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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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成效的方法 

 項目目標例子 

 預防教育和宣傳項目成果及成效指標例子 

 戒毒治療和康復項目成果及成效指標例子 

 評估項目成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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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 

 

 

 

 

第六部分 

66 



67 67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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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撮要    
中、英文各不多於500字 
 此項目的主要目的為何？ 

 誰會從此項目得益？受惠的人數有多少？ 

 項目如何減低吸毒的風險及/或減少受惠者吸毒
的份量？  

 項目的主要活動包括甚麼？ 

 項目的預期達成的結果為何？指出與此項目相
關的優先考慮項目。 

 此項目將維持多久？ 

 此項目還有其他重要的特色嗎？ 

 
例子： 
www.nd.gov.hk/tc/beat_drug_fund_2018.htm  

Page 1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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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68 

Page 1 Page 1 

此全港性 /地區性* 項目目標旨在於___年__月至___年___月期間，（請敍述項目的目標）。預期將有
_____名青少年人，____名家長，（其他主要參加者和數目）及_____名戒毒康復者受惠於此___年項目。
這項目的主要活動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____。估計將有
百分之______的（青少年人 / 家長 / 戒毒康復者* ）於項目後在__________方面有所改善（請簡列主要的
項目目標或成效指標）。此外，（參加者 / 青少年人 / 家長 / 戒毒康復者*）在參與項目後亦會在
___________方面有顯注提升。[(如適用) 另外，將會向_________ 青少年人 / 高危青少年人* 發放禁毒信
息，並能幫助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要敍述該項目的其他重要特點）。] 

( ____字) 
  
This territory-wide / district-based project* aims at __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______during 
(MMYYYY) to (MMYYYY).  It is expected that __ youths, __ parents, (number of other key participants) 
and ___rehabilitees will be benefited from this ___ -month / -year project.  The main project activities 
include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_.  It 
is expected that ___ percent of participating youths / parents / rehabilitees* will ______________ (briefly 
state the main objectives or project outcome here).  In addition, participating youths / parents / 
rehabilitees* will show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_____________.  [(If applicable) Also, this project will 
disseminate anti-drug messages to __ general youths / high-risk youths* and help ___ participants to 
_________. (Please describe other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project here).] 

 ( ___words) 

2. 項目撮要 Project Summary / Abstract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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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項目種類  
 
3. 如屬項目延續，列出現時之項目檔號 
 (例如 “BDF 1500__”)  
     

A(II). 申請書類別  
 
4.  項目的主要性質  ((只選一項) )   
5.  項目的次要性質  ((如適用；可選多項))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 3 – A. 項目
資料 Project 
information 

Page 3 – A. 項目
資料 Project 
information 

只選一項 可選多項 

A(IV). 建議推行日期 
7. 注意申請結果預計於2019年第一季公
布，預留時間製作項目執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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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  申請書申請書類別類別    
檢視申請項目有否具備研究項目應有
的元素，才決定項目的性質
檢視申請項目有否具備研究項目應有
的元素，才決定項目的性質是否屬於
“研究”類別

是否屬於
“研究”類別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 3 – A. 項目
資料 Project 
information 

Page 3 – A. 項目
資料 Project 
information 

研究項目的例子：研究項目的例子：  

定量研究如調查、建設模型等，通常採用合適的統計方
法作數據收集和分析
定量研究如調查、建設模型等，通常採用合適的統計方
法作數據收集和分析  

定性研究如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案例研究等，主
要是透過個人或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來進行的
定性研究如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案例研究等，主
要是透過個人或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來進行的  

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混合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混合  

與毒品問題有關的設備開發和／或驗證，統計指標的估
算方法的開發和／或檢討，現有計劃的評估，利用數據
庫作數據分析等

與毒品問題有關的設備開發和／或驗證，統計指標的估
算方法的開發和／或檢討，現有計劃的評估，利用數據
庫作數據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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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 聯絡人資料  
17. 聯絡人應清楚了解申請表內的資料，
以便有需要時解釋項目內容 

B(IV). 申請人／機構背景  
a. 如屬《稅務條例》第88條所指
的慈善機構，請提供稅務局發
出的 IR表格第302號 

b. 如屬個人申請，請提供附屬機
構支持項目的證明文件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B(III). 申請禁毒基金的紀錄 
23. 列出以往四年內申請之項目名稱 

Page 4 – B. 申請人/
機構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Page 4 – B. 申請人/
機構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機構支持?? 

2014年至今申請禁毒基金之項目
名稱（不論成功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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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III). 參考文件 
37-41. 請提交證明文件的副本 
 
40. 禁毒基金常用的評估問卷
http://www.nd.gov.hk/tc/beat_questions_2010R2.h
tm 

C(I). 目標受惠社群 
46-47. 如受惠人同時屬於多個類別，請選
擇一個最主要的身份，避免重複計算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 6 – B. 申請人/機構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Page 6 – B. 申請人/
機構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B(IX). 總申請金額  
每所機構／學院最多可遞交五份申請五份申請， 
可得的總撥款額不會超過2,5002,500萬萬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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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目標受惠社群 
受惠社群及預計參加人數應與D部(III)所
述的人數符合 

C(II). 招募參加者／受惠者的方法 
請列明轉介／合作機構，並提交證明文
件顯示機構支持此項目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 7 – C. 目標受惠社群 Target 
beneficiary groups  

Page 7 – C. 目標受惠
社群 Target 

beneficiary groups  

D.  項目的詳細內容  
（適用於非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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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III). 活動詳情  
 
54.活動名稱 
55.內容 
56.受惠社群及人數 
57.舉辦次數/節數 
58.預計服務指標 

受惠社群及預計參加人數應與C部(I) 
  所述的人數符合 

如申請獲批，申請人/機構
需於項目執行期內完成列
舉的活動並達到相關預計
服務指標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Ｄ(II). 項目詳情  
53. 請提交不多於7頁的項目概要  

Pages 8-9 – D. 項目的詳 
細內容 （適用於非研究項
目）Details of project (For 
non-research projects) 

Pages 8-9 – D. 項目的詳 
細內容 （適用於非研究項
目）Details of project (For 
non-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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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IV). 與優先考慮範圍相關活動 
59-60. 請列出各項能在優先考慮範圍內作
出貢獻的活動及其目的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s 10-12 – D. 項目的詳
細內容 （適用於非研究項目）
Details of project (For non-

research projects) 

Pages 10-12 – D. 項目的詳
細內容 （適用於非研究項目）
Details of project (For non-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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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Ｄ(V). 時間表和項目的重要階段 

Page 13 Page 13 

file://Sb1fs11/usr/SECTION/ND/Funding Exercise/2016 Funding Exercise/Briefing Sessions Aug 2016/Timetable and milestones sampl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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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77 

Page 13 Page 13 

D(V).項目時間表和重要階段（適用於非研究項目） 
 Timetable and milestones (For non-research projects)  (例子) 

列出個別活動的建議舉行
日期和執行時間表 

提出執行項目時可能遇到的挑
戰及困難以導致未能達標，並
提出相關的應變措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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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研究項目的詳細內容 
請列出研究方法及主要里程碑等 
 
申請人若有其他有利申請人/機構推行
項目的因素/設施也可提出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 16 – E. 項目的詳細內
容 （適用於研究項目）
Details of project (For 
research projects) 

Page 16 – E. 項目的詳細內
容 （適用於研究項目）
Details of project (For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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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項目團隊資料 
如擬聘用／調配現職員工參與項目，
請提供他們的姓名和履歷。 
 

F(II). 項目團隊資料 
 
90. 職位(職員數目) 
91. 所需經驗及資歷 
92. 在項目中的詳細職責 
93. 用在項目的工作時間 
      (每個月的工作日數) 
94. 增聘員工的理據 

F(I). 項目負責人／組長的資料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s 16-17 – F. 項目團隊資料 Information of 
Project Team 

Pages 16-17 – F. 項目團
隊資料 Information of 
Projec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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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員工薪酬  

 用於人手的撥款水平，不應高於執行同
類工作所需的相類公務員的薪金水平 

 在一般情況下，增聘員工的薪酬應以政
府同類職位的對應薪級表(例如總薪級表
和第一標準薪級表等)的起薪點為準 

 如以高於起薪點的薪金聘用員工，及／
或為期超過一年的項目提供按年增薪以
挽留資深員工，必須提供充分理據，方
可獲得考慮 

 強積金供款額應為僱員月薪的5%，或每
月$1,500，兩者以較低為準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Page 18 – G. 項目的財政預算 Budget of 
project 

Page 18 – G. 項目的財
政預算 Budget o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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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I). 財政預算分項說明及理據  
請分項列出整個項目的所需經費，另紙詳
細列出財政預算按年分項 

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98. 研究項目 -- 首席研究員如全職進行研
究項目而欲申請款項聘用代課教師，應先
徵得其所屬院校事先批准，並應遞交其所
屬院校發出的相關批准信 
(2018年度撥款計劃指引第14段及附錄A) 

Page 19 – G. 項目的財
政預算 Budget of 

project 

Page 19 – G. 項目的財
政預算 Budget o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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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82 

Page 19 Page 19 

G(II). 財政預算按年分項 Budget Breakdown by Project Year  (例子) 

按項目年度分項列出整個項目所
需經費的詳情 

開支項目盡量歸納至少於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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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須注意事項（續） 

83 

Page 20 Page 20 

102. 申請金額 
預計支出減其他收入來源（包括已獲
得或申請中的贊助，請註明） 

H部 
 
基本建設工程 
(擬議項目屬基本建設工程的申請人/
機構必須填寫此部分) 

100. 行政支援撥款 
若須為項目申請行政支援撥款，請註
明申請款額，並根據禁毒基金一般撥
款計劃指引第17段及附錄B，提出充
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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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申請遞交申請  
 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下午6:00或之前送抵禁毒基金
會辦事處（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30樓） 

 一式６份列印本 + MS Word格式光碟 

 

申請結果預計於申請結果預計於20192019年年第一季第一季公布。禁毒基金公布。禁毒基金
會將：會將：  
 向獲撥款機構發放相關指引 

 為前線人員舉辦訓練工作坊 

 參考資料上載保安局禁毒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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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一般撥款計劃」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簡介 

第七部分 



問答時間 

 

 

 

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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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禁毒基金的詳細資料 

歡迎瀏覽禁毒處網頁 

http://www.nd.gov.hk/tc/beat.htm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