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 填寫申請表前，請細閱申請指引。 
2) 申請人在本申請表所填寫的內容及呈交的證明文件，

將用於申請指引第 VII 項中所述的用途。 
3) 填表須知： 

 

(一)  請在適當空格填上「」號 
(二) * 請刪去不適用者 
(三) 如有額外資料以助申請，請另頁提交。 

 
 

(此部分由電影發展局秘書處填寫 ) 

檔案編號：     

收件日期及時間：     

    
 

 
 

 
 
 

 

 
 

 
 
 

 

 
 

 
 
 

 

 
 

 
 
 

 

 
 

 
 
 

 

 
 

 
 
 

 
 

申請表 

(資助其他電影相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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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發展基金」資助其他電影相關計劃申請表

第一部 - 申請機構資料 

1. 申請機構：

（英文）

2. 通訊地址：

（英文）

（電郵）

（電話）

3. 負責人姓名：(中文) (英文) 

身份證號碼：

在申請機構擔任的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

4. 申請機構必須是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或其他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法團。請附上：(i)公司註冊證書；(ii)組織章程大綱及

章程細則副本；以及 (iii)由公司註冊處發出的最近期周年申報表核證真正副

本。

5. 申請機構的業務性質及與電影業的關係：

6. 執行計劃工作人員：

a) 統籌人姓名：(中文)
(如與負責人並非同一人)

(英文) 

身份證號碼：

業內團體/機構名稱：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

統籌人簽署：

（中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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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副統籌人姓名：(中文) (英文) 

身份證號碼：

業內團體/機構名稱：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

副統籌人簽署  ：

7. 聲明：本人確信本申請表及其他夾附文件的內容均全部屬實。

(申請機構負責人簽署) (日期) 

註：請提交計劃負責人、統籌人及副統籌人的簡歷，見附件。

第一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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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 計劃詳情  

1. 計劃構思：

1.1 計劃名稱：(中文) 

(英文) 

1.2 計劃目的：  在內地及海外推廣香港電影

推動電影製作及融資

激勵業界進一步提高本地電影製作及服務的質素

提高觀眾對電影的興趣及欣賞能力

培育電影製作及發行等各方面人才

提升本地電影從業員的專業與技術水平

協助業界掌握及應用先進科技，加強電影的視聽效果

改善電影行業的製作及運作環境

其他（請填寫）

1.3 計劃內容： 

1.4 請說明是項計劃的成果對本港電影業可帶來的益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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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是項計劃成果的受惠對象或行業： 

 導演/編劇

 監製/製片

製作策劃及管理

 電影攝影/燈光

美術指導

電影演出/特技

 其他 (請填寫) ：

 動作/武術指導

 使用煙火(特別效果)
 音響設計/錄音

剪接

動畫數碼特別效果

推廣及發行

1.6 若是項計劃會獲得業內人士或機構的技術或非金錢上的支援，請說明支援的性質

及詳情。

1.7 若是項計劃需採用某項科技，請說明是哪項科技。

1.8 是項計劃會否重複或在某程度上重複其他團體過往或現時的工作、研究或所提供

的服務？

1.9 請說明你將會透過什麼渠道，與業界分享及推廣項目的成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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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行計劃的進度

2.1 推行計劃的時間表：

開始至完成日期 共需時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2 推行計劃進度表： 

時間(年/月) 所需完成的工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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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預算

3.1 支出

3.1.1 人力 

職位 人數 薪金 總計 備註

請提出上述開支的理據：

3.1.2 設備 

設備 數目 租金/售價 總計 備註

請提出上述開支的理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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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其他支出 

項目

(請逐項列出) 金額 總計 備註

(i) 帳目審計費

(ii) 

請提出上述開支的理據：

3.1.4 開支總額: 

人力
(3.1.1) 

設備
(3.1.2) 

其他支出
(3.1.3) 總計 備註

+ + = 

3.2 收入 

項目

(請逐項列出) 金額 總計 備註

……/續下頁



- 9   -

3.3 來自其他方面的資助款額 
(請附上有關資助款額的證明文件） 

來源 金額 總計 

備註 

(如資助須附帶任何 

條件，亦請說明) 

3.4 申請撥款實額 

開支總額 收入 其他資助款額 申請撥款實額

- - = 

4. 其他須申報資料

4.1 你是否曾向電影發展基金提交其他申請？ 

   是，曾申請的計劃名稱及申請日期：

   否

4.2 你有否就是項計劃申請其他資助？ 

  有 否 (請跳答第  4.4 項 )

4.3 如上題的答案為「有」，請於下面註明你曾就是項計劃申請的其他資助及其結果。

(請附上有關證明文件) 

其他資助計劃 獲批准 不獲批准 處理中

中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

保證計劃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中小企業培訓基金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藝術發展局資助計劃

其他（請填寫）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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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參與是項計劃的其他夥伴機構/團體： 

參與形式：

4.5 知識產權 

4.5.1 你是否打算使用其他團體現時擁有的知識產權？ 
   是    否

4.5.2 如上題的答案為「是」，請於下面註明你怎樣確保計劃成果不會侵犯其他團

體的知識產權。

透過 專用/非專用* 特許安排        

　 其他（請填寫：）

* 請劃去不適用者

4.5.3 你是否打算為這個計劃所開發的工作程序或產品申請專利權？ 
是 (請說明哪些工作程序/產品，以及申請專利權項目的名稱)

否

不適用

第二部完

遞交申請前，請查對下列事項：

 簽妥所有須簽署部分。

 提交負責人、統籌人及副統籌人的簡歷。

 附上公司註冊證書、組織章程大綱、章程細則副本，以及由

公司註冊處發出的最近期周年申報表核證真正副本。

 若是項計劃有申請其他資助，請附上證明文件。

二零一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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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簡歷  
(負責人、統籌人及副統籌人) 

 
工作經驗/專業資格（按年月順序填寫）  
如有籌劃有關計劃的經驗，必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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