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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宗旨及目的 

青年工作發展基金由香港工會聯合會 (以下簡稱「工聯會」)撥款及機構贊助，

鼓勵工聯會各屬會及直屬機構以提升及發展青年為目標，開展各類適合青年

人的培訓計劃及交流活動，審批小組對於符合需求之申請予以資助。  

基金管理 

工聯會每年定額撥款，由香港工會聯合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青委」)

專責管理。審批小組以審慎理財為原則，按需要及比例進行資助，直至該年

度撥款用完為止。資金不可作任何投資，「青委」每年需向工聯會呈交報告。  

基金贊助 

 

 

 

 

 

每項申請計劃所獲取之撥款額將視乎其推行青年工作的可行性及效益性而

定，審批小組有最終決定權。  

 

 

 

 

 

 

 

 

每個系統單位每年可提交申請次數不限。 

（贊助會不接受申請） 

 

每次申請活動人數不少於 15人，每名參與者的資 

不多於 200元，包括香港境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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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只限工聯會屬會及各直屬機構以單位名義提出申請，不接受個人申請。 

 

資助對象 

工聯會屬會及各直屬機構 45 歲或以下之青年義工或會員。  

申請辦法 

所有申請必須在不少於活動舉行前 2 星期向委員會秘書處遞交。審批小組批

核後，會儘快由「青委」秘書處通知申請單位其申請結果。如有需要，審批

小組將會要求申請單位詳細解釋其申請計劃。 注意若申請者須修改申請書，

將以收到申請書最終版本之日期計算 2 星期，故各單位應提早申請並做好文

件工作。  

索取基金申請表 

以網絡方式索取  ：  可於 ht tp : / /u4u.org .hk /  下載：  

以傳真方式索取  ：  可致電 3652-5735 工聯青委秘書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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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參考指引 

(一 ) 申請指引及審核考慮因素  

1.  基金以培訓項目或活動計劃為主要目的；  

2.  申請贊助之活動必須為非牟利性質；  

3.  如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贊助或資助，申請單位必須在申請時向審

批小組申報；  

4.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是否與提升及發展青年有密切的關

係；  

5.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的形式和內容能否吸引青年義工或

會員參加；  

6.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的效益是否有可持續發展方案；  

7.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能否達到培育人才；  

8.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效益評估之可行性和客觀性；  

9.  申請單位必須承擔活動之所有責任；  

10.  如有需要，申請單位應購買公眾責任及意外保險；  

11.  審批小組成員或代表有可能出席相關活動，以確定所批核之活

動符合基金申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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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活動之宣傳品  

1.  宣傳品（如橫額、海報、單張、報名表等）必須印有青委之標

誌及標明青委為活動之支持單位。詳情請見本指引第 7 頁。  

 

(三 ) 活動報告  

1.  活動報告必須於活動舉行後一個月內提交，如未能於限期內提

交報告，基金撥款將會被取消；  

2.  活動報告必須同時附上參加者名單；  

3.  活動照片須以電腦檔案附在活動報告中或沖印 3R 照片 (最少兩

張 )，另亦須以電腦檔案方式遞交 2 張活動照片至秘書處電郵，

其中一張照片須清楚顯示青委標誌；  

4.  活動報告內必須附上宣傳品。宣傳品上須印有青委標誌及標明

青委為活動之支持單位。  

 

(四 ) 參加者意見調查  

1.  獲資助團體必須將本會擬備供參加者填寫的「評核問卷」複印

足夠數量，派發予參加者在完成活動後填寫及收回。問卷內容

必須包括樣本內提供的問題，而收回的問卷數目不可少於交流

項目獲資助參加者人數的百分之五十或 15 人，以最多人數為

準。  

2.  獲資助團體須根據回收之問卷，填寫一份「評核問卷綜合數

據」，交回審批小組秘書處。  

3.  獲資助團體如未能提供足夠問卷數目，審批小組將考慮減少撥

款，甚或撤銷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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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活動收支預算表及結算表  

預算表 

1.  收入攔內註明青年工作發展基金資助金額；  

2.  預算表內的總收入及總支出必須要平衡；  

3.  預算的支出不可與實際支出相差太大，如有報價單可附在申請

計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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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單據並貼在正式單據旁邊經手

人之中文全名正楷簽署 

 

結算表  

1.  所有支出按撥款額實報實銷；  

2.  預算表及結算表的〔支出〕項目必須相同；  

3.  必須提供「支出」單據，所有單據必須為正單，影印本恕不接

受；  

4.  「機打單據」 (如：的士、超市收據 )請先影印，並貼在正式單

據旁邊；  

5.  每張單據必須附有經手人之中文全名正楷簽署方獲接受；  

6.  如單據面積過於細小，請張貼在 A4 紙張上；  

7.  請在單據當眼處編寫「附單編號」；  

8.  所有「收入」項目必須附有單據為證；  

9.  如支出部份偏離基金審批原意，審批小組有權作出適當調整。 

10.  請提供參加者收費之收據副本，也可選擇填寫參加者名單內

「參加者收費」一欄，並蓋上申請單位公章。  

 

 

 
 

 

 

 

 

 

 

 

 

 

 

 

 

不接受模糊不清及沒有簽署的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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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祖國，加強國民身份 

 

 

 

 

 

 

 

加強對工聯會的歸屬感 

加深青年義工對工會/地區之認識，積極投入工會/地區工作。 

包括：加強青年的凝聚力、提升工作能力、水平、技巧 

使用撥款規則 

1.  撥款只可用於申請計劃；  
2.  倘若實際支出較獲批預算為少，撥款只會資助實際開支，餘額

將不會發放；  
3.  凡獲基金批准撥款贊助的申請，下列句子及標誌必須清楚出現

在所有宣傳物品上 (包括橫額及海報等 )；  

 

 

                               
 
 
 
 

4.  凡獲基金批准撥款贊助的申請，下列宣傳工聯會及青委的內容
必須於活動中提及：  

  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於 1948 年成立，現時有
200 多間屬會和贊助會，屬會會員人數超過 41 萬，是香港目前
最大的勞工團體。工聯會貫徹「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
與」的方針，積極維護勞工權益，參與政治及社會事務，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穩定繁榮。  
  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簡稱工聯青委）是工聯會常設委
員會之一，負責制訂工聯會青年政策、培育青年及發展工會，
屬下小組包括青年議題組、青年智庫 (隸屬青年議題組 )、人才
培訓及宣傳組、品牌活動組及青委義工分團。工聯青委關注青
年人的職業生活，並開展各類培訓課程及有益身心的活動，提
升青年人的自我素質，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及價值觀。目前工聯
青委舉辦的活動包括：五 四城市定向、青年軍事生活體驗日、
傑出青年大灣區考察團等。  

5.  在基金批款後，申請單位如欲修訂計劃，必須在計劃展開一星  
期前，提交修訂的活動計劃及解釋修訂原因，如場地或天氣問
題引致舉辦日期延期、參加人數與預期出現落差而延期舉行
等，審批小組審核後，可使用酌情權更改資助額或徹銷撥款。
假如申請單位未有按原先計劃執行或運用撥款，審批小組保留
權利徹銷或減少撥款；  

6.  審批小組對基金審批有最終的決定權。  

預期活動成效 

 

 

 

 

支持單位 

或 
支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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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批款過程 

 

 

 

 

 

 

 

 

 

 

 

 

 

 

 

 

 

 

單位遞交申請 (活動舉行前 2 星期) 

 

 

 

 

 

 

 

 

 

 

 

 

 

 

 

 

 

 

 

秘書處向審批小組    

提交申請書 

發還申請單位           

補交資料或重新修訂 

秘書處檢查是否符合基金申請要求 

審批小組審批申請 

向申請單位          

發出撥款通知書       

發還申請單位           

補交資料或重新修訂 

申請單位向秘書處提交活動報告                       

（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 

審批小組審閱活動報告及財政結算表 

領取基金撥款支票 

（提交報告後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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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申請問與答 

１．問：如何查詢有關青年工作發展基金的申請資料及情況？ 

  答：可透過以下方法向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秘書處查詢 

    電話：3652-5735 

    傳真：2624-4000 

    電郵：youth@ftu.org.hk  

    網頁：http://u4u.org.hk  

２．問：如何遞交青年工作發展基金申請？ 

  答：可透過以下方法向遞交申請 

    傳真：2624-4000 

    電郵：youth@ftu.org.hk  

    親身遞交：土瓜灣馬坑涌道 12 號 1/F 青年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中午 12：30 

           下午 1：30–下午 6：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2：00 

３．問：申請基金有哪些重點要注意？ 

  答：計劃應以培訓青年人為重點，盡量避免撰寫郊遊、旅行團及以康 

    樂為主的聯誼活動，參加者的年齡及是否以會員及義工為對象也是 

    一個重點。 

４．問：如未能於活動舉行前 2 星期提交申請書，是否不能申請基金？ 

  答：一般來說基金申請要求申請單位必須在 2 星期前提交申請，但審批 

    小組會運用酌情權處理個別申請，但必須提供合理的解釋及原因。 

５．問：如未能於活動舉行後一個月內提交基金報告，是否會被徹銷申請？ 

  答： 一般來說基金申請要求申請單位必須在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提交基 

    金報告，但審批小組會運用酌情權處理個別申請，但必須提供合理 

    的解釋及原因。 

６．問：如已獲批的活動因各種原因延期或取消，獲批金額是否可以保留於 

    該年度的申請總額當中？ 

  答：可以，但如果活動延期或取消，申請單位必須於一星期或之前書面 

    通知青委秘書處，否則獲批金額將不能保留在申請總額當中。 

７．問：申請單位為工會或地區之屬下小組，如該單位的其他小組已獲批款， 

   是否計算在同一單位申請次數及撥款總額之內？ 

  答：是，所有單位屬下小組的申請均納入所屬之系統工會或地區之內。 

mailto:youth@ftu.org.hk
mailto:youth@ftu.org.hk
http://u4u.org.hk/
http://u4u.org.hk/
mailto:youth@ftu.org.hk
mailto:youth@ftu.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