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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獲資助活動／項目評估報告及收支費用表 

此表格由第一、二、三部份組成，請務必填寫 每部份 並一併提交。

第一部份：獲資助活動／項目資料

獲資助單位名稱

活動／項目名稱

合辦機構

合辦機構有否同時以此活動／項目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或贊助，並且獲得款項？

□沒有

□有，請於第 4 頁 –  第三部份 b. 實際收益項目填上

協辦機構

日期 （日／月／年）至 （日／月／年） 地點 門票／學費／報名費／參展費 

 澳門幣 

場地可容納人數 (A) 

展覽／比賽資料（如適用） 

參展／參賽人數 展品／參賽作品數量 

 

入場人數 入場率  [(B/A)*100%] 

   %  預計 實際  (B) 

演出／放映／音樂會資料（如適用） 

演出／參與人數 場數 入場人數 入座率 [(B/A)*100%] 

%   預計 實際 (B) 

課程／培訓／工作坊／研討會／講座資料（如適用） 

導師／主講者人數 場數／節數 參與人數 出席率 [(B/A)*100%] 

%   
預計 實際  (B) 

出版／製作資料（如適用） 

出版／製作日期及地點 印刷量 發行量 售價 

澳門幣 

國際標準號碼（書籍 ISBN／音像製
品 ISRC）或期刊號 

字數及圖片數量（如適用） 頁數／規格（影片或音像長度
／作品尺寸） 

已銷售數量 

此欄由文化局 ／演藝發展廳工作人員填寫

社團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提交情況：□按時 □逾期_______天提交 

退款情況：□否   □有，金額：_________________      退回 ： □本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批次：__________ 

遞交資料：□相片_____張   □ 剪報_____份    □光碟_____隻   □論文／研究報告／場刊_____份  □出版物____份  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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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活動／項目總結 

簡述活動／項目的目的、內容及總結成效  

 
 
 
 
 
 
 
 
 
 
 
 
 
 
 
 
 
 
 
 
 
 
 
 
 
 
 
 
 
 
 
 
 
 
 

是否按所申請的計劃進行？  
□ 是 
□ 否，如有改動，請說明改動的內容及未有事先提出的原因 

（倘屬粵曲折子戲項目之演出人員改動，請註明演出人員為“本地”或“非本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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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活動／項目收支表 
（如位置不足，請另行複印此頁填寫） 

a. 實際 支出 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澳門幣） 

是否由文化局資助款項 
支付的項目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否 
 
□是，MOP _____________ 

 
 合共 合共 MOP  

根據《文化活動／項目資助計劃─資助指引》第六條第 6.3 款第 8 項之規定，不符合文化局資助的項目包括：固定營運開支

（租金、水電等）、裝修、設備購置、活動贈券、禮物、紀念品、利是、應酬招待費用及各類飲宴／餐飲的開支、以及其

他不符合本局資助之項目等。另外，根據上述指引第七條第 7.6 款之規定，對於膳食開支，本局只資助活動／項目當日參加

者及工作人員的膳食開支，倘活動涉及綵排、佈展及拆展，則資助膳食開支日數上限不多於五日；開支須列明人數及餐數，

本局將以每人每餐澳門幣 50 元、每日上限兩餐，作為膳食預算上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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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本會特此聲明以上資料全部屬實。資料如有虛假或故意遺漏情況，本人／本會願意退回文化局的資助款項，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註： 

1. 毋需附上任何費用單據，有關正本單據，獲資助單位須保存 5 年，如不保存，若需要審查時，一切責任由獲資助單位負責； 

2. 此評估報告及收支費用表、進行活動的相片或其他資料，須於活動／項目完成後 30 天內交回文化局演藝發展廳； 

3. 此表可複印使用。 

b.實際 收益 項目 
金額（澳門幣） 

／其他方式 
有否指定開支項目 

1. 文化局   

2. 參加者費用（如適用）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銷售收入（如適用）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否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合共（澳門幣）   

□ 平衡     □ 盈餘     □ 赤字

（澳門幣）  
 

活動／項目財務上的運用總結（與原預算的支出及收入比較、盈餘／赤字的原因及解決方法、餘款退回處理等） 

 

□ 本會自行支付 

□ 其他 (請詳述)  

若資助款項並未用罄，須於上欄列明原因及退回餘款方式： 

1. 如餘款退回予本局，請註明退回餘款方式（現金、本票或支票），經文化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審核並作出批示後方可

確定退回金額 ，再進行退款手續； 

2. 如向其他機構退回餘款，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獲資助者簽名／社團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填表人姓名： ＿＿＿＿＿＿＿＿＿ （社團負責人須為社團的會長或理事長） 

職位： ＿＿＿＿＿＿＿＿＿ 

聯絡電話： ＿＿＿＿＿＿＿＿＿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蓋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   /   月   /   年  ）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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