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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項項目說明                                             (如空間不足，可使用本會補充頁填寫。)

請注意：如申請項目多於一項，必須複印本部份，逐一項目填報申請，總申請項數不可多於 4 項。 

項目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總數)(請對應“乙部份：一. 總體項目說明之編號填寫”) 

1. 項目資料 

1.1 項目名稱：  

1.2 項目主題：  

1.3 項目形式： 
 

1.4 預計項目開始日期： (日/月/年/時間)

1.5 預計項目完成日期： (日/月/年/時間)共      天

1.6 活動地點：  

1.7 參加對象： 人 1.8 參加人數： 人 

1.9 項目簡述 (可列表說明詳細項目流程及內容；如計劃中包含多個子項目，需於此欄中逐一列明各子項

的舉辦日期、對象、參與人數、項目內容及具體執行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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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項目簡述 (承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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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______/_______ (編號/總數)  (請對應“乙部份：一.總體項目說明之編號填寫”) 

2. 申請項目預算 

2.1 其他收入預算明細 有 (如有，請提供下列資料) 沒有 (請跳至 2.2) 

序 來源 詳細說明 金額 (澳門幣) 

2.1.1    

2.1.2    

2.1.3    

2.1.4    

總額：  

2.2 支出預算明細 

 預算基礎： 按過往開展同類項目的經驗推算； 以報價單為依據； 一般估算；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 支出項目 詳細說明/計算基礎 (運算公式) 金額(澳門幣) 報價單/憑據序號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2.10     

2.2.11     

2.2.12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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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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