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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文化展演-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 
申請表

項目名稱：

展演城市：

展演類型（可多選）： 音樂 舞蹈 戲劇 戲曲 魔術 其他

1.申請企業基本資料 

1.1 企業名稱 

1.2 商業登記編號(如適用) 

1.3 電郵地址 

1.4 公司電話 

1.5 網址 

1.6 安全電子郵箱(Sepbox)名稱(如適用) 

1.7 通訊地址 

2.申請計劃 
2.1 為甚麼選擇這些城市 

(請簡述為甚麼選擇這些城市及對當地展演市場現況進行分析，並在詳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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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體演出時間表 

申請項目預計演出 場，具體安排如下：

序號 演出日期

(格式:YYYY/MM)

演出劇目

名稱

演出長度

(分鐘) 

演出城市及場地 表演場地

座位數目

預計售出

門票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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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舞台表演內容的介紹 

(請簡述舞台表演的具體內容，如節目表、演出劇目、故事大綱、曲目資料等，如何體現澳門元素及

創意水平，並在詳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2.4 具體的宣傳計劃及方式說明 

(請簡述如何因應演出的目標觀眾進行宣傳推廣，提高入座率，倘有的衍生週邊產品計劃，並在詳細

計劃書展開說明，具體宣傳方式請填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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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具體的宣傳計劃及方式說明（續） 
申請企業舉辦的宣傳推廣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講座、工作坊、演前導賞、分享會、新聞發佈會、專題

介紹網站、廣告宣傳、快閃活動及宣傳品製作等，可在詳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宣傳方式 數量/次數/場數/頻率 說明



企業代表簡簽： 
5 

2.4 具體的宣傳計劃及方式說明（續） 
申請企業舉辦的宣傳推廣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講座、工作坊、演前導賞、分享會、新聞發佈會、專題

介紹網站、廣告宣傳、快閃活動及宣傳品製作等，可在詳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宣傳方式 數量/次數/場數/頻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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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申請企業的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請簡述申請企業的短中長期發展目標，介紹項目完成後的未來拓展計劃，如何通過項目提高企業展

演品牌在外地市場的影響力及知名度，以促進企業成長達到持續發展及產業化的發展目標，並在詳

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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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具體計劃內容 

(請簡介項目亮點、目標、競爭優勢、門票銷售策略及其他延伸活動，並在詳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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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項目階段（18 個月） 

預計開始日期

(格式:YYYY/MM) 

時期

(每 6 個月，自動生成) 

工作進度

(請列出各階段的主要工作及階段成果，  
並在詳細計劃書展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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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預算表總結（澳門元） 
註：須另附財務預算，列明期間各項收入/支出的預計金額，以及解釋每項收入/支出組成部份、計

算方式、依據假設及相關詳細說明，收入部份清楚說明票價水平及預計銷量情況，支出部份列明主

創團隊及演出者的酬金等，並建議提交報價單等參考資料以證明其合理性。

預算收入（申請企業通過銷售門票、衍生品及取得贊助而獲得的收入）

衍生品收入

門票收入

贊助收入

其他收入

總預算收入

資助範圍的預算支出

 人員費用（創作、表演者和技術人員）

 展演場地租金

 佈景、道具、服裝、燈光、音響等設備及裝卸台費用

推廣及宣傳費用

演職員交通費用（經濟客位）

衍生週邊產品費用

物流費用（不包括稅項）

核數師/會計師費用 

資助範圍的預算總支出

與項目直接相關但不在資助範圍的支出（由企業投入資金）：

如股東人員支出、住宿、行政開支等

預計總支出

盈虧

2.9 申請項目向其他部門申請資助情況 

企業是否已經就本項目向其他公共部門申請資助? （如貸款、贊助款項或其他方式的資助） 

是（請註明部門名稱） 否

企業是否將會就本項目向其他公共部門申請資助? （如貸款、贊助款項或其他方式的資助） 

是（請註明部門名稱）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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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企業團隊相關能力及經驗 
3.1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3.2 聯絡人  (同上 )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3.3 團隊成員介紹 

預計所有參與本計劃的人員數目為 人（其中澳門居民的人員數目為 人）

主要的創作人員（演出、創作和技術人員）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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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團隊成員介紹（續） 
主要的創作人員（演出、創作和技術人員）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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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團隊成員介紹（續） 
主要的創作人員（演出、創作和技術人員）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姓名

職務

酬金

澳門居民 是 否

專長/經驗背景 

(須另附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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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司介紹、演出單位介紹及過往演出經驗 

(請簡述公司及演出單位情況，過往同類型演出的場地資料，包括地點、座位數字及相關入場觀眾紀

錄，尤其是售票資料，以及相關的報導、錄音及錄像，可另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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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參與項目的合作單位及承辦方名單（請提供合作同意書正本以供核對）

申請企業必須以自身名義開展項目及簽署相關演出合同，如計劃委託其他機構代理相關文件，須

事先於下表列明。

序

號

合作單位名稱 合作方式 提交合作同意書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7 
   是 

否 

8 
   是 

否 

9 
   是 

否 

10 
   是 

否 

11 
   是 

否 

1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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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部份

1. 本企業謹此聲明及保證，本申請表、有關附件及所提交文件與資料的所有內容全部

屬實。如有任何更改，須事先以書面通知文化產業基金以獲得同意。

2. 本企業確認已細閱和瞭解經第 11/2019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26/2013 號行政法規《文

化產業基金》、經第 180/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的第 16/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

《文化產業基金資助批給規章》及 2020 年《文化展演-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

同意其內容並確認本申請受上述條款所約束。

3. 為確認具備適當的資格，本企業同意文化產業基金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規定，可採用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核實其認為屬必須的個

人資料，以作為申請方案的審批及續後程序之用。

4. 本企業知悉並同意，無論是否獲得文化產業基金的資助，將不能取回所有已遞交的

申請文件及所有資料。

5. 本企業知悉並同意，本企業如選擇接受資助，無論文化產業基金之資助金額如何，

本企業均須依照本申請表和所提交的計劃書、財務預算所述之規模執行項目。

6. 本企業知悉並同意，基金對申請項目計劃可作出修訂建議。

7. 本企業知悉其可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的規定提出聲明異議。

簽署-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法人商業企業主代表 

（請依照證件簽字式樣簽署並蓋上企業印章。）

為適用現行經第 180/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的第 16/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同意/   不同意 文化產業基金協助本企業向法務局及財政局取得所需資料。 

1 

姓名：

簽署：證件號碼：

日期：

2 

姓名：

簽署：證件號碼：

日期：

3 

姓名：

簽署：證件號碼：

日期：

4 

姓名：

簽署：證件號碼：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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