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衞生署

2020「開心『果』月」 

校園水果推廣計劃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促進校園健康飲食基金 

申請表格 
申請者須知： 

² 以上基金只供參與2020「開心『果』月」校園水果推廣計劃的中學申請。

²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空格  內以「」表示。

² 填寫申請表前，請先細閱《促進校園健康飲食基金申請資助章程》。

² 所有不符合有關要求或資料不全的申請表，本院將一概不予處理。

² 請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前，將填妥的申請表(包括第一部分聲明及籌辦小組成員資

料、第二部分活動計劃書及第三部分財政預算)正本交回衞生署「開心『果』月」秘書處：

 

² 請自行影印此申請表格作紀錄，並於活動完結後，將申請表格副本連同評估及財政報告(附

件二)一併提交。如在推行活動期間曾更改計劃書上的活動資料，請在副本上註明修訂內容。

² 附件二可於 2020「開心『果』月」網頁(https://school.eatsmart.gov.hk/fruit)下載。

寄：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七樓 

衞生署「開心『果』月」秘書處 

「校園水果推廣計劃」負責人收 

或傳真至: 2591 6127 

或電郵至: joyfulfruitmonth@dh.gov.hk 

查詢電話: 2835 1913 

mailto:joyfulfruitmonth@dh.gov.hk


「開心『果』月」- 校校園園水水果果推推廣廣計計劃劃

檔案編號（由秘書處職員填寫）： ( ) CHEU/P2/2/1 

第一部分︰聲明及籌辦小組成員資料 

本人已詳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促進校園健康飲食基金申請資助章程》，並明白及同意所載

述的條款。 

活動聯絡人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學校名稱：

 教育局學校編號： 

校園水果推廣活動籌辦小組成員資料 (包括至少一位老師及五名參與籌備工作的學生) 
如下列欄位不敷應用，請自行複製表格  

衞生署「開心『果』月」秘書處收到申請表後，會聯絡活動籌辦小組的老師及學生代表，

以提供適切的指導及支援。 

老師代表姓名： 聯絡電郵： 

學生代表姓名： 聯絡電郵： 

姓名 成員身分 
*(T/S) 

學生
班級 

姓名 成員身分 
*(T/S) 

學生
班級 

1. 14. 

2. 15. 

3. 16. 

4. 17. 

5. 18. 

6. 19. 

7. 20. 

8. 21. 

9. 22. 

10. 23. 

11. 24. 

12. 25. 

13. 26. 

老師成員共 人 學生成員共 人 

*成員身分︰可以 T 代表老師， S 代表學生 (請註明班級)

(學生代表)



「開心『果』月」- 校校園園水水果果推推廣廣計計劃劃

第二部分︰活動計劃書 
每份表格只供填寫一項校園水果推廣活動之用。如舉辦超過一項活動，請自行影印此表格。 

本校在 2019 至 2020 學年將舉辦共 項水果推廣活動，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第( )項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增進 (*學生 / 老師 / 全校師生) 對水果健康益處的知識 

培養 (*學生 / 老師 / 全校師生) 對進食水果的興趣 

增加 (*學生 / 老師 / 全校師生) 的水果進食量 

其他    

活動形式 

壁報或流動展板    水果問卷調查 校園水果派對 

有關水果的學生作業    攤位遊戲    海報設計 

講座/工作坊/早會分享   水果常識問答比賽

水果烹飪班 ※ 有關水果的參觀考察(地點： ) 

水果烹飪比賽 

水果義賣，請註明善款用途 

其他    

活動時段 由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日數 合共: 1 天 2 至 7 天  1 至 2 星期  超過 2 星期 

活動地點 

預期參與學生人數 (中  至中  級) 人 (約佔全校學生  % ) 

*必須惠及全校起碼 50% 的學生

預期參與老師人數 人 (約佔全校老師人數  %) 

宣傳方法 

活動簡介/ 

推行方法 

＊請刪去不適用文字 

※ 請附上擬訂的水果入饌食譜供衞生署審批



「開心『果』月」- 校校園園水水果果推推廣廣計計劃劃

第三部分︰財政預算 
備註： 
� 申請學校必須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間籌辦最少一項校園水果推廣活動。

� 每間中學可申領的資助上限為港幣二千元正，其中用於購買水果的上限為港幣一千五百元正。

� 由於所有獲資助的活動必須符合健康飲食及營養的原則(參考《促進校園健康飲食基金申請資助章
程》附件三及四)，加上衞生署不建議以食物作獎勵，故資助金額不適用於購買高脂、高糖或高鹽
的食物，或任何有可能鼓吹進食高脂、高糖或高鹽食品的獎勵包括可換領食品的禮券。項目如含 

有高脂、高糖或高鹽的食品，將不會獲得資助。

� 獲資助的學校如未能籌辦校園水果推廣活動，或未能在活動完畢後遞交完整證明文件，下學年的

申請將不獲受理。

�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和衞生署對資助申請擁有最終決定權，申請人不得異議。

1. 預算向基金申請金額

活動的名稱 開支項目* 金額 

$ 

$ 

$ 

$ 

$ 

申請總金額 $ 

2. 本校 獲得其他機構或團體的撥款

(如有，請註明機構或團體名稱及金額 ) 

此計劃書已獲校長

支持及批准 

校長簽署： 

學校蓋章： 校長姓名： 

* 請刪去不適用文字

( * 請注意資助項目不包括物資的運費。)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目的 

本申請表格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將供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本院」）及其秘書處作審批促進校園

健康飲食基金撥款申請之用。此外，獲批的計劃書內的個人資料，亦將作監察、推廣及推介計劃

之用。 

在本申請表上填報個人資料之舉，純屬自願性質。如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可能會影響資助的批核。 

披露資料 

本院將把本表格內載的個人資料向衞生署、專家監察員及其他有關人士披露，以方便審批工作的

進行。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填報這份表格的

人士有權查閱和更正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索取表格內有關個人資料部分的副本。 

查詢 

如對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料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更正個人資料，應向 

秘書處提出：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地址：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促進校園健康飲食基金秘書處 

美國銀行中心11樓1116室   

香港中環夏慤道12號 

電郵：  enquiry@hkc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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