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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HKGTA 慈善基金會 - 「動創明天」資助計劃申請表格 
 

聯絡人姓名  

組織/機構名稱   

地址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組織/機構的簡介及其目標  

申請資助的金額 (港幣)  

申請項目屬於那一項體育運動或活動？  

項目簡介（不超過 150 字）  

項目的目標是什麼？希望達到什麼效果？（不超過 150

字） 

 

請解釋項目如何幫助您達到預期目標，以及項目最創

新、獨特或為受惠者特別設計的地方。（不超過 100

字） 

 

請說明受惠對象及他們如何從項目中受益？（不超過

100 字） 

 

若您能成功申請資助，您計劃如何實施本項目？請列舉

您過往舉辦活動的成功經驗。（不超過 150 字） 

 

解釋項目對資助的需要，並列出預計的開支及用途。

（不超過 150 字） 

 

計劃最終會有什麼成果？您如何評估項目最終成效？

（不超過 150 字） 

 

您是否計劃透過傳媒或社交媒體宣傳項目？若有，請註

明相關計劃。  （不超過 100 字） 

 

資助金額會於何時或那段期間內使用？  

您可上載或附上與項目相關的申請資料。例如，過往活動案例的經驗分享。 

我已閱讀及同意相關條款及細則 

若閣下對申請條件或細節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HKGTA 慈善基金會:  

郵箱: info@hkgtafoundation.org 

電話: (852) 3110-8823 

 
請於網上填寫資助計劃申請表，或下載表格，將已填妥及簽署的表格郵寄至: HKGTA 慈善基金會 -

「動創明天」資助計劃，西貢大涌口路 81 號 

 
申請必須在 2016 年 12 月 2 日下午五時前提交。資料不全或逾期之申請將不被考慮。若對申請及

任何事項有爭議，慈善基金會委員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任何上訴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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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條款及細則 

請細閱以下條款及細則。 如申請者(“申請者”) 提交資助計劃申請表，即表示已閱讀、理解及 

同意以下條款及細則。  

1. 申請資格： 

a. 為符合資助資格，申請者必須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或機構。尤其是，申請組織或機構的章程

內必須述明禁止成員分攤其入息及財產，當中程度至少與 Hong Kong Golf & Tennis 

Academy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基金會) 的章程細則的 A 部分第 5 段相等。 

2. 遞交申請： 

a. 申請者可提交多於一份申請，申請次數不限。遞交申請時必須提供一份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及資料完整的申請表格。  

b.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2 日 5 時正，資料不全的申請或逾期申請將不受理。 

c. 基金會可要求申請成功者提供有關申請資助的活動計劃 (“活動計劃”) 的詳細資料，包括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所界定的個人資料(“資料”) 。基金會將使用此等資

料(i) 評估及分析本資助計劃、資助金額及活動計劃; (ii) 接觸參加者進行個案研究; (iii) 進行

個案研究; (iv) 編寫和出版有關參加者的封面故事; 及(v) 推廣基金會和基金會的目標（統稱

相關“用途”）。當提交申請時，即申請者承諾已獲得或將會獲得參加活動計劃者的同意，

轉移其有關資料到基金會作相關用途。基金會有權要求申請人於 14 天之內提供上文所載

參與者同意的證明。 

d. 基金會保留一切修改或取消此資助計劃之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e.   基金會保留一切對此資助計劃有關事宜(包括資助計劃期限及申請限期)的所有最終決定權。 

f. 如申請組織或機構是由基金會的員工，或由其子公司、附屬公司、直系親屬（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及其各自的配偶）以及在同一家庭生活的個體主持，均不具申請此資助計

劃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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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參加者應注意互聯網的使用性質及其限制，任何問題或通信網絡的技術故障、網上系統、

電腦硬件、電腦軟件的故障失誤，而影響進入此資助計劃，基金會概不負責。 

h. 就透過第三方網頁的複製內容或間接網站連結，或任何對是次活動計劃相關的資料或條款

及細則複製的錯誤或疏忽，基金會概不負責。 

i. 合資格的參加者有責任獲取所有與資助計劃申請相關的認可、授權及准許。 

j. 資助計劃的申請書為基金會的專屬財產，並將不予發還及確認。 

 

3. 資助計劃得獎通知： 

a. 基金會將於 2017 年 2 月 6 日公佈有關結果，並透過電郵或電話通知成功的申請者。 成功

的申請者必須在收到通知後 10 個工作天內透過電郵確認是否接受有關資助。如成功的申

請者沒有在指定時間內確認接受有關資助，基金會將保留一切權利撤銷有關資助及重新分

配資助給其他申請者。 

b. 成功的申請者確認接受有關資助及向基金會提交活動計劃書(請參閱以下第 4 項)後，基金

會將按照下列規則安排發放資助: 

(i) 如資助金額少於或等於港幣五萬元正，資助金額全數將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發放予

成功的申請者。 

(ii) 如資助金額多於港幣五萬元正，基金會將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先發放港幣五萬元正

的資助金額予成功的申請者，而餘額將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發放。 

c. 請參閱 '評審' 部份內的評審標準。 

 

4. 資助計劃申請成功後的要求： 

a. 成功的申請者須提供其機構的背景，及有關資助活動/項目的主要負責人的個人資料。 

b. 就每項資助，接受資助的申請者須準備、簽署及提交一份活動計劃書(“活動計劃書”)，當

中列明以下內容： 

1. 活動詳情 

2. 議定為期不超過 8 個月的活動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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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助金額及其用途 

4. 支付資助金額方法 

5.報告要求及成效量測的方法 

c. 資助金額須用於申請表及活動計劃書內所列明的活動或項目，如有任向修改，須獲基金會

書面同意。 有關資助金額須於提交活動計劃書後 8 個月內使用，否則，基金會保留權利撤

銷其資助及/或要求申請者退還已獲分配而尚未使用的資助金額。 

d. 任何未動用之資助金額的餘額或未能於提交活動計劃書後 10 個月內使用的資助金額均須

退還給基金會。退款支票抬頭為 Hong Kong Golf & Tennis Academy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e.  損害基金會任何其他權益的基礎下，基金會有權在以下情況撤銷對成功申請者的資助，並

要求成功申請者退回已獲發的資助金額:  (i) 當基金會知悉申請者並沒按照有關申請的活動

計劃所述活動使用資助金額;  (ii) 申請者並未按照活動計劃書所定提交報告; (iii) 申請者並未

遵守載於本條款及細則內列明的要求; 或 (iv) 向申請者提供資金，無論任何原因，違反了基

金會的章程細則內所列的條款。 

f. 所有成功申請者均須同意在確認接受有關資助的第 1 個月、第 3 個月及第 6 個月後提交定

期報告，報告須包括活動計劃的進度、有關活動成效及資金的運用。 

g. 申請資助計劃的申請者等同同意基金會可使用他們的資助計劃申請，以及其名稱，肖像，

圖像和/或聲音（包括照片，影片和/或類同的錄音），於任何媒體作無限期使用，而毋須

繳付報酬。 

h. 所有成功申請者須同意協助基金會發布關於他們如何使用資助金額及活動成效的故事。成

功申請者的個案可被編寫和使用於出版刊物或網絡上，包括但不限使用於 

http://www.hkgtafoundation.org/。 

i. 基金會沒有任何義務 (明示或暗示) 使用任何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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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審： 

a. 由基金會自行選擇一個獨立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最少一位基金會的代表，根據以下準

則，在所有符合資格的申請名單中選出優勝者。 

1. 有關機構在推行活動計劃的能力。(20%) 

2. 建議活動計劃的成效 -獨特性、創意性，或是否針對目標對象而設。(25%) 

3. 對有關資助計劃的實際需要。(25%) 

4. 該資助計劃為社區帶來的益處。(30%) 

b.         如沒收取足夠合資格數量的資助計劃申請，基金會有權取消此資助計劃活動。 

c.      獨立諮詢委員會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和具有約束力，且不予覆核或上訴。 

d.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版本僅供參考，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不一致，以英文版本為準。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為使基金會得以處理您的報名及相關用途，填寫此申請表格時，申請者必須向基金會提供所有

指定的資料。如您選擇不提供指定的資料，本基金會可能未能處理有關申請。  

2. 您有權更正及查閱您已提交的個人資料。就相關更正及查閱，請電郵至[privacy@hkgta.com] ，

或郵寄至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8 號新世界大廈 1 期 30 樓，聯絡基金會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