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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焦點 

• 檢視空間用途與儀器/家具的標準項目及設
立彈性機制 

• 揀選兩類服務進行快速申請及批核程序 

• 計算使用整體補助金(Block Grant) 資助提升
防火設備水平及環保節能水平 

• 如何運用社聯平台，加強業界與社署及相
關部門例如建築署的溝通，解决申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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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一) 
1.1 空間用途與儀器/家具的標準項目 

兩種運作模式 

•有設立/沒有設立標準項目清單的服務 

有設立 - 討論焦點 

• 由業界建議新增的標準項目的名單 (表A) 

• 調節指定金額的上限的機制 -調節機制 ??? 

• 每兩至三年更新項目清單，以配合時代轉變之
需求及價目的變化 

初步建議 

• 按個別服務有需要時提出 

• 由關注組整理及遞交社署 (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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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空間用途與儀器/家具的標準項目 

沒有設立 - 討論焦點 

• 是否需要倡議設立? 

• 按不同服務設立標準項目清單或於統一標準
清單上附加不同服務之特殊項目 

 

好處: 不需為個別項目提出詳細理據??? 

壞處：欠彈性??? 

 撥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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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增加彈性 - 倡議設立非標準項目 
 

• 按服務類別及服務需要設計空間的使用及添置儀器/家具 

例子 

 靈活空間運用 (設靈活間板) 
 內線對講機, CCTVRECORDING SYSTEM 
 訂做傢俬例如入牆櫃 
 考慮美感及市場狀況例如正門玻璃門 
  證實有護理實用︰護理儀器與日俱進，一些證實有護理
實用的儀器可以考慮 

  參考其他業界︰例如醫管局（醫院）、教育署（學校） 
 機構可自行使用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 購買單價5萬元 

以內的「非標準項目」的家具和設備而不須經社署審批 

 購「非標準項目」的家具和設備總金額不應高於整體補
助金撥款的25%  

 評定需要增購額外項目的服務需要機制、該額外項目的
更新購買申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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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快速申請及批核 (以整筆撥款方式計算)  

a) 探討方向 

• 構思整體補助金、大額補助金及其他補助
金以外的簡易撥款途徑?? 

• 不重覆目前業界正在探討中的服務現代化
工程?? 

b) 方式 

• 揀選兩項服務進行試驗，範疇包括裝修工
程及儀器/家具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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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快速申請及批核 (以整筆撥款方式計算) 
c) 揀選準則 

• 服務單位的落成年期、服務性質及用途相
符 

• 單位面積及折舊情况相符 

• 所有服務單位均可更換使用超過五年，而
單價高於五萬元的家具和設備 

• 需要符合法例要求的工程，例如職安、衛
生、安全及漏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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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快速申請及批核 (以整筆撥款方式計算) 
d) 建議內容 

•  

• 裝修工程按單位面積設立計算基準，儀器/家具項目
撥款以單位面積、服務人數等等製定若干百分比，
並以整筆撥款方式計算總額 

• 設立專題類別 (thematic categories) 的裝修工程/儀器
/家具，例如疾病相關、學習相關 

• 針對特別組群特性而設的活動及治療空間及儀器/家
具，例如認知障礙症長者、3歲以下特殊兒童需要 

• 簡化招標至批準招標程序，按情况放寬競投者數目，
例如彈性調整超過一百萬工程需要五個標書回覆之
要求，因部份工程如升降機翻新涉及跟進保養，部
份承辦商不願意承接非一手由他承辦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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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防火設備水平及環保節能水平 

3.1原則 

• 針對現有的服務單位，目前尚未有條例規
管服務單位在指定年期內必須更換符合防
火標準物料的家具(例如窗簾、布簾、床褥、
枕頭) 及環保節能設施/家具，機構可按需要
以整體補助金形式逐步更換防火及節省能
源的設備，以提升水平。 
備註: 防火設備除外 (例如消防系統、花灑頭及煙
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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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防火設備水平及環保節能水平 

3.2 討論焦點 

3.2a.  業界倡議分階段逐步更換/立時更換? 需
按資產處置程序處理? 

3.2b. 倡議提升水平?  

3.2c. 以整體補助金形式逐步申請更換?  

3.2d. 提高整體補助金的基準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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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防火設備水平及環保節能水平 

3.3 估算費用 

例子 

以長者住宿服務、殘疾人士住宿服務及兒童
住宿服務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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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復康服務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Care & Attention Home for Severely Disable Persons ) 
單位床位/服務名額: 50人 

3.3a 引用例子 

項目 單價 申請數量 金額  
總數 (約數) 

梳化 2-3 座位 $5,000 5 

$52,000 
4-5座位 $9,000 3 

窗廉 $1400 17 $23,800 

布廉 4'x3' $1300 50 $65,000 

床褥 $1000 56 $56,000 

枕頭 $268 $15,008 

$211,808 
( $211,000) 12 



3.3b. 估算服務的所需撥款 

服務種類 (Service type) 單位數目 總數 

弱智人士服務 
Service for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150 $31,662,660 

 
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Pre-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6 $464,200 

殘疾學齡兒童服務 
Services for School Age Disabled 
Children 

27 $31,662,660 

精神病康復者服務 
Services for Ex-Mentally Ill 
Persons 

42 $12,727,520 

視覺受損人士服務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140 $30,379,780 

聽覺受損人士服務 
Services for Hearing Impaired 
Persons 

Nil Nil 

合共總數 365 $106,896,820 

(1億6百萬) 13 



個案(二) 長者院舍服務                   護理安老院 
單位床位/服務名額: 260人           單位面積: 3928平方米 
3.3c. 引用例子 

項目 單價 申請數量 金額 總數 (約數) 

工程項目 

(包括入牆家具) 

改善三樓飯堂通道門工程 1單 $22,900 

年檢及年檢後的消防設施

維修 
1單 $40,350 

更換消防龍頭加壓泵 1單 $6,800 

年檢及年檢後的消防設施

維修 
1單 $20,000 

小總數 $90,050 

傢俬及用具 

梳化(老人椅) $3750 13張 $48,750 

窗簾 $800 52 $41,600 

布簾 $400 52 $20,800 

床褥 $1000/張 290張 $290,000 

枕頭 $100 280個 $28,000 

總數 小總數 $429,150 

總數 

 
$519,200 
 
($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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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 估算服務的所需撥款 -長者院舍服務  

服務種類 (Service type) 單位數目 總數 

護理安老院Care-and-
Attention 51 $16,968,000 

長者宿舍Hostel for the 
Elderly 1 $48,000 

安老院Home for the Aged 6 $586,000 

提供持續照顧服務的護理
安老院宿位Care-and-
Attention Providing 
Continuum of Care 

85 $12,916,000 

護養院Nursing Home 28 $5,560,000 

總數 171 
$36,078,000  
(3千6百萬) 15 



提升環保節能水平 
3.3e. 個案(三) 長者院舍服務     -   護理安老院 
單位床位/服務名額: 260人      單位面積: 3928平方米 

項目 單價 申請數量 金額 總數 (約數) 

工程項目(包括入牆
家具) 

照明系統 總數 $224,000 

電器化廚房 (包括
爐具支出) $183,800 

加裝隔熱膜工程(減
低溫度) 

$3,757 

工程支出 $474,661 

$886,218 

傢俬及用具 

減太陽光玻璃防晒
貼 

$10,000 總數 $10,000 

一級能源雪櫃 $4,000 2 $8,000 
$18,000 
 

總數 
$904,218 
 
($900,000) 

*不包括光管及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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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環保節能水平 
3.3f 個案(三) 長者院舍服務  -   護理安老院 

服務種類 (Service type) 單位數目 總數 

護理安老院Care-and-
Attention 51 $29,371,608 

長者宿舍Hostel for the 
Elderly 1 $83,088 

安老院Home for the Aged 6 $1,014,366 

提供持續照顧服務的護理
安老院宿位Care-and-
Attention Providing 
Continuum of Care 

85 $22,357,596 

護養院Nursing Home 28 $9,624,360 

總數 171 
$62,451,018   
(6千2百萬) 17 



總結 
3.3g 估算款項  

提升防火設備水平 復康服務 
( 包括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及殘疾學齡兒童服務) 

$106,896,820 
(1億6百萬) 

長者院舍服務 
$36,078,000  
(3千6百萬) 

提升環保節能水平 長者院舍服務 
$62,451,018   
(6千2百萬) 

估算總數 
$205,425,838 
(2億5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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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 
計及2012至13年度的預算收支，以及獎券基金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預算

結餘，該基金截至2013年3月31日的預算結餘為 10,045,001,000 元 (100
億多)，可供應付日後的開支。 

  
資料來源: 2012-13 財政年度預算 

 

2010-11 

實際開支 

2011-12 

核准預算 

2011-12 

修訂預算 

2012-13 

預算總額 

$965,021,000 

(9億6千萬多) 
$1,082,341,000 

(10億8千萬多) 
$1,047,943,000 

(10億4千萬多) 
$1,217.483,00 

(12億1千萬多) 

3.2 獎券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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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溝通，解决申請障礙 

4.1 如何擴大奬券基金秘書處的職能，突出其協
調角色? 

 

4.2 如何促進奬券基金秘書處為機構提供口頭解
答服務，與相關的部門尋求一套工程施工方
案? 

 

4.3 如何省卻機構重複遞交修定建議書的次數及
回覆不同部門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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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 

• 金額上限︰物價不斷上升，提升Block Grant
小型工程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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