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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法例第 228 章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7)條

提出的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申請書

本申請書須在舉行有關活動的日期起計最少四個星期前，送達民政事務總署第三科(地址：

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30 樓)。這樣可以使申請人大約在活動舉行前七日收到申請結果

的通知。在沒有獲發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的情況下舉行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警方有權

根據香港法例第 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7)條向有關單位提出檢控。如有查詢，請致

電 2835 1492。 

1. 申請人姓名： * 先生 / 太太 / 小姐 / 女士

英文姓名 ：

2. 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一併提交香港身份證影印本一份) 

3. 地址：

4. 聯絡電話號碼： 圖文傳真機號碼： 

電郵：

5. 如申請人代表團體提出申請，請填報下列資料詳情：

i) 團體名稱(中文)：

團體名稱(英文)：

ii) 申請人在團體的職位：

iii) 團體主要職員的詳情：

職位 姓名 地址 

會長/主席 

秘書 

司庫/會計 

iv) 團體的成立日期：

v) 團體類別： 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獲豁免註冊的社團，或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或 

其他 (請說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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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併提交貴團體的註冊/豁免註冊證明書副本一份及貴團體的組織大綱及細則或

貴團體的章程或規則副本一份。如申請團體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並請出示由公司

註冊處所簽發的公司註冊證書及公司存在證明書副本各一份。) 

6. 倘擬將籌得款項作為幫助另一團體的用途，請填報下列資料詳情：

i) 團體名稱(中文)：

團體名稱(英文)：

ii) 申請人與該團體的關係：

iii) 該團體主要職員的詳情：

職位 姓名 地址 

會長/主席 

秘書 

司庫/會計 

iv) 團體的成立日期：

v) 團體類別： 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獲豁免註冊的社團，或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或 

其他 (請說明詳情)  

(請一併提交該團體的註冊／豁免註冊證明書副本一份及該團體的組織大綱及細則

或該團體的章程或規則副本一份。如該團體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並請出示由公司

註冊處所簽發的公司註冊證書及公司存在證明書副本各一份。) 

vi) 該團體是否已同意由你舉辦有關活動？ * 是 / 否

7. 如申請人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請填報下列資料詳情：

i) 出生日期及地點：

ii) 在港居留年期：

iii) 是否香港的永久居民？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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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收集款項擬作用途： 

9. � 活動形式： 

10. � 收集款項方法(註)： 

11. � 舉行活動日期及時間 (請按優先次序填寫)： 

(注意 : 為確保將籌款地點、日期及籌款次數公平分配給所有擬提出申請的人士，

當局可能因應當時情況而規限批核日數。) 

12. � 地點及地址： 

是否已經獲准使用該地點？ *是 / 否 / 申請尚在處理 / 不適用

(倘有關地點位於露天公眾地方，請說明確實位置及一併提交平面圖。此外，如需使

用傢具，請示明擬放置桌子等傢具的位置。) 

� 倘本申請書獲批准，許可證將會列明此等項目所示的資料詳情。申請人為本身利益

着想，宜審慎計劃有關活動，以免後來因上述資料詳情有所更改而須再行申請批准。 

13. 如申請人或以上第 5(i)及第 6(i)段所述的團體或以上第 5(iii)及第 6(iii)段所述的任何

人士曾經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7)條，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申請，請詳細說

明：

申請人姓名 申請日期 獲批准 / 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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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請人如欲就這申請提供任何額外支持資料 (例如：要求獲准完全或部分豁免發給

許可證的行政指引或發證條件所列規定的理由)，請詳細說明。 

   

   

   

   

   

   

本人現謹聲明，在本表格所填報的所有資料，據本人所知及所信，均

屬真確無訛。 

   

    

 

 

 

簽署 : 

 

    (申請人) 

   

 

(團體蓋章) 

 

 

日期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如本表格的空白地方不敷填報所需資料之用，申請人可另紙書寫資料詳情，並隨本表格一

併提交。) 

 

註: 若有關活動牽涉在公眾地方販賣，請向食物環境衛生署(電話： 2867 5935)查詢是否需

要申請臨時小販牌照。 

 

 

 

二零一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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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說明 

收集目的 

1. 對於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民政事務總署會用作以下目的： 

 執行與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有關的工作。 

資料轉移對象類別 

2. 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能會為上文第一段所述目的而向政府

其他各局、部門，以及其他有關人士和團體披露。 

查閱個人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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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權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你查閱資料的權利，包括有權索取你在這份表格所

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 

查詢 

4. 如對這份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改正資料，應與

下述人員聯絡： 

民政事務總署 

行政主任 

電話：2835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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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地方進行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 

發給許可證的行政指引及發證條件 

1. 凡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17)條提出申請，以獲准在公眾地

方籌款，即收集款項，或出售、交換徽章、紀念品、或類似物品，以收取捐款，

而將所籌得款項作慈善用途，則該等申請應向社會福利署署長提出。倘將所籌得

款項作其他用途，則該等申請應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 

2. 若在沒有獲發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的情況下舉行非慈善性質籌款活

動，警方有權根據香港法例第 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7)條向有關單位提出

檢控。 

甲、須予考慮的行政指引 

3.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處理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7)條提出的「在公眾

地方進行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申請時，通常會考慮該項申請能否符合下述指

引，以決定應否發給許可證： 

(i) 在適用的情況下，申請人就申請該許可證所代表的組織或團體，

必須已根據香港法例正式註冊；倘從所籌得款項受益的組織或團

體與申請人所代表的不同，則該組織或團體亦須已根據香港法例

正式註冊； 

(ii) 倘申請人為個別人士，則其年齡必須是 21 歲或以上，並須是入境

條例所指的香港永久居民，或通常在香港居住最少七年的居民； 

(iii) 所籌得的款項，將會用在直接或間接有助於香港代議政制發展的

用途； 

(iv) 籌款活動不會引起公安及公眾安全方面的問題，亦不會對公眾人

士造成滋擾或騷擾； 

(v) 除非籌款活動是在範圍有所局限的室內公眾地方進行，否則不可

在社會福利署署長批准的「售旗日」同一個早上舉行； 

(vi) 籌款活動不應與另一慈善籌款活動在同一時間及同一地點或該地

點附近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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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不應有超過一項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在同一日及同一地點或該地

點附近舉行，除非所舉行的各項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均是由同一

個申請人籌辦； 

 

 (viii) 籌款地點、日期及籌款次數，須公平分配給所有擬提出申請的人

士。為避免對公眾人士造成不便，由同一申請人士或團體舉辦的

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的次數不得過多。一般而言，每個已獲批的

活動日數不應在任何連續兩個星期內多於五天，而每個申請人(不

論是以個人或團體為單位)不得在十二個月內舉辦多於二十次籌款

活動。至於在多於一個地點舉辦的活動，每個地點均須申領一個

許可證；及 

 

 (ix) 許可證持有人如有違反許可證所訂明的條件，除非能提出令民政

事務局局長滿意的解釋／理由，否則在下次申請許可證時，將不

會獲考慮簽發新證。 

 

4. 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會按照上述行政指引，個別考慮每宗申請。 

 

⼄、發證條件 

 

5. 倘申請獲得批准，民政事務局局長通常會附加下列條件： 

 

 (i) 申請人必須就使用籌款活動場地一事，已獲得或大有可能會獲得

各有關當局批准，包括負責管理該場地的當局批准； 

 

 (ii) 所籌得的款項，不會用於任何牟利生意或活動； 

 

 (iii) 所籌得的款項，將只會在香港使用； 

 

 (iv) 不會有人從所籌得的款項中獲得不恰當的利益； 

 

 (v) 當局就籌款活動所給予的許可，只局限於許可證上所列明的各項

資料。該等資料若有更改，必須得到民政事務局局長批准； 

 

 (vi) 倘若所籌得的款項被用作不符合許可證所指明的用途，此籌款活

動所獲的許可，將告無效； 

 

 (vii) 在籌款活動結束後的 90 天內，許可證持有人必須把向市民所籌得

的款項，在扣除合理開支後，用於許可證所指明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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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在按上文第(vii)項的規定使用所籌得的款項之後，倘尚有餘款，許

可證持有人應把未使用的款項捐贈給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稅項豁免的慈善機構，作慈善用途； 

 

 (ix) 許可證持有人須安排由符合資格的會計師審核有關所籌得款項的

帳目，並須在籌款活動結束後的 90 天內，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交

一份經審核的帳目。若有市民提出要求，該份經審核的帳目亦可

供他們查閱； 

 

 (x) 所有捐款均須屬出於自願，而籌款活動不得引起公安方面的問題

或造成滋擾，包括發出過度噪音及對公眾人士造成騷擾在內。此

外，籌款活動所進行的方式，亦不得令人大體上對在公眾地方進

行籌款活動可能產生反感； 

 

 (xi) 在籌款活動進行期間，主辦團體的名稱及許可證／批准書的副本

必須在當眼處展示。此外，每名參與者均須佩戴清晰易讀的徽章，

該徽章上須標明參與者的姓名及主辦機構的名稱；及 

 

 (xii) 未滿 14 歲的兒童不得參與籌款活動。年齡屆乎 14 至 18 歲的青少

年若參與活動，必須是完全出於自願，並事先得到他們的家長書

面同意。 

 

6.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處理某宗申請時，若認為有所需要，可附加其他條件，

藉以保障參加籌款活動的人士、維持治安、控制人群秩序，或維護公眾安全等等。

在特殊情況下，民政事務局局長若認為有合理需要，亦可豁免若干條件。 

 

7. 申請獲批後，籌款活動的相關資料包括活動名稱、日期、時間活動舉行的

地點，將上載於香港政府一站通網頁 (http://www.gov.hk/fundraising) 及資料一線

通網頁 (http://data.com.gov.hk)。 

 

 

 

 

 

二零一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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