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無煙 Teens 計劃 2017-18：「無煙行動」活動計劃書
(請於 2017 年 9 月 15 日或以前交予委員會)
致

：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項目籌劃高級經理

傳真號碼

： 2575 3966

電郵：project@cosh.org.hk

網頁上載/填寫計劃書：www.smokefree.hk/smokefreetee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基本資料

學校/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___隊 (如 貴校/機構只有一隊則無需填寫)

負責老師/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員名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活動理念及目標
II.

理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對象的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望達到的目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活動詳情 (如多於一項活動，請逐項詳列)

活動名稱 (第一項) ： 「無煙加油站」活動 (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二)
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參加人數

： 約___________人

頁1
如上述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歡迎提交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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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第___項) ：
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參加人數

：約___________人

活動名稱 (第___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參加人數

： 約___________人

活動名稱 (第___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參加人數

：約___________人

活動名稱 (第___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參加人數

：約___________人

頁2
如上述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歡迎提交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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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工作清單及分工表：
工作

負責人姓名

參與者姓名

預計所需

預計完成

(只需填寫隊員/

參與總人數

日期

負責老師)

(包括負責人及參與者)

頁3
如上述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歡迎提交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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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宣傳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I. 活動成效評估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II. 預期困難及應變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頁4
如上述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歡迎提交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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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財政預算

預計支出項目

用途

單價(港幣)

數量

金額 (港幣)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總開支： $ 0.00
註 1：請參閱附件一：申請資助詳情
註 2：如向委員會申請物資，每項之數量上限為 50，以確保存貨量足夠所有隊伍申請使用。下載或網上
遞交索取/借用物資申請表格：http://www.smokefree.hk/tc/content/web.do?page=EAppForm

支票抬頭(學校/法團校董會/青少年中心/制服團隊銀行戶口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職員簽署：
負責老師/職員姓名：
日期

:

頁5
如上述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歡迎提交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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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表
歡迎隊伍於計劃網頁填寫表格，於遞交活動計劃書前，請核對以下各項(✓)：

□

計劃書所有部分均已填寫

□

已核對 I.基本資料部分與報名回條所提交之資料無誤，如有任何更改(如成員

名單)，請於相應資料欄列明

□

IX.財政預算部分計算無誤

□

支票抬頭已向 貴校/機構之會計部確認無誤

□

活動計劃書最後一頁之負責老師/職員應與 I.基本資料所填寫的相同

□

所有更改部分已由負責老師/職員簽署作實

□

負責老師/職員已核對活動計劃書，並簽署作實

□

已填妥並附上「索取/借用物資申請表格」
，以向委員會申請物資 (如有需要)

頁6
如上述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歡迎提交補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