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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企企企業支業支業支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物流和服務物流和服務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資助計劃資助計劃資助計劃(A4)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填填填填寫寫寫寫表格表格表格表格前請先參閱前請先參閱前請先參閱前請先參閱「「「「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企企企業支業支業支業支援計援計援計援計劃劃劃劃：：：：『『『『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物流和服務物流和服務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資助計劃資助計劃資助計劃』』』』申請資助指申請資助指申請資助指申請資助指引引引引」」」」))))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XXX 中藥中藥中藥中藥材材材材行行行行  

 
 

 
 

 
  

基基基基金金金金執執執執行行行行機機機機構構構構專用專用專用專用    

 

收取日期：         

 

申請編號：         

 

項目執行時間:                      

請填寫本申請表格並連同有關文件以郵寄或電郵

至： 

 

香港九龍塘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中醫藥發展基金執行機構 

 

電話：2788 5632                 

傳真：3187 4581 

電郵：enquiry@cmdevfund.hk 

網站：www.CMDevFu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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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機構機構機構機構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1. 申請機構名稱(與商業登

記證名稱相同) 

 

(中文) XXX 中藥材行 

 

(英文) XXX Medicine Hong  

 

2. 店舖名稱(若與上述申請

機構名稱不同) 

N/A 

3. 申請機構地址(與商業登

記證地址相同) 

九龍旺角彌敦道 8888 號 

 

 

 

4. 通訊地址(若與上述地址

不同) 

N/A 

 

 

 

5. 商業登記證號碼 10101010-101-10-10-1 

 

6. 中藥材批發商／零售商牌

照編號 

CR-1010-1010 

7. 網站(如適用) www.xxx.com 或 N/A 

8. 聯絡電話 2222 2222 / 9999 9999  

9. 傳真 2222 55555 

10. 電郵 xxx@gmail.com 或 N/A 

 

  

必需填上每一項，
如不適用亦需填上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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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統籌統籌統籌統籌 (必必必必須為須為須為須為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機構機構機構機構代代代代表表表表或僱或僱或僱或僱員員員員) ((((請參請參請參請參考考考考申請資助指引申請資助指引申請資助指引申請資助指引第第第第 3.1 及及及及 3.7 段段段段)))) 

 

1. 姓名 

 

 

(中文) 陳大文 

 

(英文) Chan Tai Man  

2. 職位 業務主任 

3. 電話 2222 2222 / 9999 9999 

4. 傳真 2222 5555 

5. 電郵 chantaiman@gmail.com 或 N/A 
 

 

第第第第 II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項目詳情項目詳情項目詳情項目詳情 

 

1.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項項項項目目目目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及預及預及預及預算算算算 ((((請參請參請參請參考考考考申請資助指申請資助指申請資助指申請資助指引引引引第第第第 1.2、、、、1.5、、、、2.3 及及及及 3.2 段段段段))))     

 

1.1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項目能提升處理項目能提升處理項目能提升處理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品質品質品質」」」」之資助原則的之資助原則的之資助原則的之資助原則的中藥材貯中藥材貯中藥材貯中藥材貯存存存存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資助項目資助項目資助項目資助項目（（（（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 80%資助資助資助資助））））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倉庫調節溫度及濕度的設施: 空調機 ($6,000) ABC 型號 1 部 

(3 匹) 抽濕機 ($5,000) ABC 型號 1 部 

(20L) 

 

 

 

 

A4-A-01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1,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倉庫冷氣不足及濕度高，未能把中藥材保存在恒溫恒濕環境，令中藥材容

易變質。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恒溫恒濕環境有助中藥材保持乾爽，確保中藥材質量及延長保存期。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報價以供參考 

合資格項目名單及編號請參考附件一或中醫藥發展基金網頁 -「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https://www.cmdevfund.hk/content.php?mid=3&id=19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購置項目須為「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A4(A4(A4(A4----AAAA 類類類類))))及符合申請符合申請符合申請符合申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第第第第 iiii 項項項項，並在下面說明如何提升處理說明如何提升處理說明如何提升處理說明如何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貯存和運送貯存和運送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中藥的安全性中藥的安全性中藥的安全性////品質品質品質品質，才可最高獲實際費用的 80%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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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2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倉庫通風和避免陽光直射的設

施: 

抽氣扇 ($800) ABC 型號 2 部 

(460mm) 
 

 

A4-A-02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6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倉庫沒有抽氣設施，空氣不流通，令中藥材容易變壞。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空氣流通可減低中藥材發霉的機會，對控制品質及延長保存期有幫助。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3333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倉庫防蟲、防鼠、防潮、防霉

和防火等設施： 

捕鼠器 x 3 (每個$300) 

 

A4-A-03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9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倉庫沒有安裝防鼠設備，偶爾會發現老鼠咬壞中藥材包裝或中藥材情況，

污染貨物引致損失。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捕鼠器可預防老鼠咬壞及污染中藥材，提升倉庫環境衛生與中藥材貯存保

障。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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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4444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冷藏設備: 

玻璃門凍櫃 ABC 型號 1 部 

(尺寸 600 x 600 x 1930mm、溫度範圍-3 ~ +4 °C) 

 

 

A4-A-04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50,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部分藥材需長期低溫冷藏，冷凍空間長期不足，藥材容易發霉和變壞。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提供足夠冷凍空間貯存藥材及防蟲，避免藥材發霉和變壞。玻璃門設計方

便存取藥材，亦便於向客戶展示。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5555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防止混亂和交叉污染的設施及

設備: 

貯存架 ( 尺寸 1250 x 450 x 

1500mm) 
 

 

A4-A-05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4,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倉庫沒有貯存架，藥材隨地存放，提取時混亂及不衛生。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藥材可分類存放於架上，避免混亂及交叉污染，提升處理和貯存中藥的安

全和品質。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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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6666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藥斗 (尺寸 2150 x 2940 x 

600cm) 
 

 

A4-A-06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20,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有藥斗已相當陳舊及有破損情況，中藥材有機會受到污染，增加藥材混

淆的風險，破損的藥斗亦影響處理藥材的效率。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新藥斗可提供足夠空間貯放中藥材，減少中藥材受污染的機會，保證中藥

材品質和提升處理中藥材時的效率。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7777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貯存櫃 - 供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下附表 1 藥材獨立存放 

(尺寸 1250 x 450 x 1500mm) 

 

A4-A-07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4,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有用於獨立貯存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下附表 1 藥材的貯存櫃空間不

足，限制購入附表 1 藥材的種類和數量。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新貯存櫃堅固耐用，可妥善存放更多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下附表 1 藥

材，防止中藥材交叉污染，日後增加附表 1 藥材的種類也可以符合法例要

求。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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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    

    

1.2 其他資助項目其他資助項目其他資助項目其他資助項目((((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可複印或另加附件填寫))))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LED 燈 x 5 (每個$300) 

 

 

 
 

 

 

 

 

 

 

A4-B-01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5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倉庫照明不足及貨物量多，搬運時容易發生意外。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提升工作環境安全及效率。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合資格項目名單及編號請參考附件一或中醫藥發展基金網頁 -「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https://www.cmdevfund.hk/content.php?mid=3&id=19 

請提供報價以供參考 

購置項目須為「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的設備，並在下面說明如何符合申請設施目(請按不同申請目的選擇)，才可最高獲實際費用的 50%資助。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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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2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自動酒精消毒機($300) ) ABC 型號 1 部 

UV 紫外線消毒燈($700) ABC 型號 2 部  

 

A4-B-02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7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店鋪或倉庫均沒有消毒設備，工作人員在倉庫包裝/處理中藥材時亦沒

有設備有效消毒雙手，令貨物有機會受污染。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處理中藥材前，工作人員可用自動酒精消毒機清潔雙手，提升衛生情況。

另中藥材進出倉庫或店舖前可用 UV紫外線消毒燈消毒，減少中藥材受污

染以致損壞情況。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3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手推車($1,000) ABC型號 1 部 

唧車($5,000) ABC型號 1 部 

 

 

 

A4-B-03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6,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人手搬運時，容易出現中藥材自身或其包裝損毀情況，以致中藥材價值及

品質受影響。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手推車及唧車可減少人手搬運次數，從而減低中藥材運輸時的損毀機會，

另可增加運輸效率。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SP-A4_Version 1(中文)(更新日期：2021-07) - 9 -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4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防水箱 (50L) x 10 個 

 

 

 

A4-B-04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5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運輸時如遇天雨、潮濕或貨物不慎置於積水位置等情況容易損壞裝載中藥

材的紙箱，引致中藥材污染的情況。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運輸和貯存時用防水箱保護中藥材以減低滲漏和污染風險。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5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照明放大鏡($500) x 2 個 

 

 

A4- B-05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藥工以肉眼觀察藥材品質，沒有足夠器具支援檢查藥材的需要。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照明放大鏡能協助藥工檢查藥材，保證所售藥材之品質，為市民提供更優

質的中醫藥服務。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SP-A4_Version 1(中文)(更新日期：2021-07) - 10 -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6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標籤管理系統： 

 條碼掃描器及條碼打印機
($6,000) ABC 型號 1 部  

 標籤打印機 ($3,000) ) ABC 型號
1 部 

A4-B-06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9,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藥房使用手寫的中藥材標籤，標籤因時日增長及不同字跡難以辨認，

而且每次查核中藥材批次相關資料均需人手輸入電腦，影響處理效率。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安裝標籤打印機可統一中藥材標籤樣式及提供除藥材名稱外相關資料(如批

次編號、產地來源等)，以免混淆。安裝條碼掃描器可快速查核每批中藥材

所有相關資料，提升工作效率。有關設備須配合電腦使用，在設施項目 7

申請的電腦及配件將同時用於標籤管理系統。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SP-A4_Version 1(中文)(更新日期：2021-07) - 11 -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7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藥材的交易紀錄系統： 

 

XYZ 藥材交易紀錄系統軟件
($20,000)  
 電腦及配件($16,000) ABC 型號 1部 (16” 、 i7、 16GB RAM、 

500GB) 

A4-B-07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36,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有藥房以人手記錄中藥材的交易資料，處理效率不高且不利資料保存、

整理和藥材銷售追蹤。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藥房將以電子化記錄藥材交易為發展方向，購入 XYZ藥材交易系統軟件，

及能應付系統運作的電腦及配件，可提升中藥材交易資料的管理，改善中

藥材的交易效率，有利管理庫存，達成先進先出；另可提高可追溯性，方

便查核中藥材或飲片來源及流通渠道。擬申請的電腦及配件將同時用於設

施項目 6的標籤管理系統。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SP-A4_Version 1(中文)(更新日期：2021-07) - 12 -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8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配發藥材的紀錄系統： 

 手提電腦($10,000) ABC 型號 1部 (14” 、 i3、 16GB RAM、 

500GB) 
 標籤打印機 ($3,000) ) ABC 型號
1 部 

 

A4- B-08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3,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人手記錄配發藥材所有資料(如處方、中醫師資料等)，藥袋上服用資

料也是人手書寫，效率低及顧客有時因字跡問題難以辨認藥袋上資訊。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藥材配發資料將以 DEF 軟件／GHI 雲端平台記錄，(所購買的電腦設備已

內置有關軟件／有關軟件使用許可將另行由本司購買／所購買的電腦設備

可連接至有關雲端平台)，能應付操作及業務運作的需要，日後能詳盡記錄

及保存配發藥材有關資料，以符合法例要求及供日後查閱。另外，申請購

買的標籤打印機，可將配發藥材有關資料(如病人姓名、藥名、份量、煎煮

及使用方法等)清晰打印並附於藥袋上，方便顧客辨認。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SP-A4_Version 1(中文)(更新日期：2021-07) - 13 -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9999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炮製藥材的設備： 

 烘乾機 ABC 型號 1 部  (尺寸 

575 x 580 x 910mm、10 層) 

 

A4- B-09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3,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中藥材用陽光烘乾，易受天氣影響，效率低及有機會受污染。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烘乾機可提升炮製藥材的效率及衛生情況。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10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調配藥材的工具及設施： 

 

電子秤($500) x 2 個 

搗碎藥材器具($150) x 5 個 

 

A4-B-10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1,75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為應付持續增加的配發中藥材數量，希望增購電子秤以提升配發效率，並

確保配藥的準確性。現有搗碎藥材器具陳舊破損，需要更換。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電子秤可準確量度中藥材重量，製作/調配藥材時可提升效率及品質。 

新置的搗藥器具能提升處理藥材的效率和質量。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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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 1111111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設施項目的名的名的名的名稱稱稱稱 
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合資格 

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項目編號 

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煎藥的設施及設備： 

 

煎藥機 (20L, 尺寸 370 x 370 

x 800mm) 
 

 

A4-B-11 

 ((((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項目編號請見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附件一項目名單單單單))))     

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的安全性/品質； 

ii. 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效率； 

iii. 項目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3,000 

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請扼要說明明明明添添添添置置置置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以上設施項目如何何何何達至達至達至達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在項目開始前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的現况：：：：    

現時沒有煎藥設備，未能提供代客煎藥服務。    

    

    

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預計在項目完成後可可可可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購買煎藥機後可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代客煎藥服務。    

    

    

 

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相關證明(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請在合適

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方格內加上「「「「X」。」。」。」。) 
 照片 

 平面圖 

 參考報價 

 其他:_________ 

 無，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 

 

 

 

2. 申請撥款申請撥款申請撥款申請撥款總總總總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請參請參請參請參考考考考申申申申請資助指引請資助指引請資助指引請資助指引第第第第 3.2 段段段段))))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總總總總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申請資助金額申請資助金額申請資助金額申請資助金額(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中中中中藥藥藥藥材貯存相關項目材貯存相關項目材貯存相關項目材貯存相關項目(A4-A-01 至至至至 07) 

(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 80%資助資助資助資助) 
$91,500×××× 80% 

 

= $73,200.0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資助項目資助項目資助項目資助項目(A4-B-01 至至至至 11) 

(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最高可獲實際費用的 50%資助資助資助資助) 
$77,450 ×××× 50% 

 

= $38,725.0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撥款撥款撥款撥款總總總總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100,000.0 
(不多於不多於不多於不多於$100,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申請撥款總金額應計算如下：每間合資格香港持牌的中藥材批發商或零售商最多可獲$100,000 資助，符合「項目能提升處理、貯存和運送中藥時的安全性/品質」之資助原則的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資助項目資助額為實際費用的 80%，其他項目的資助額為實際費用的一半(50%)。 

以下填寫內容為虛構例子，請申請人根據實際情況填寫。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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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是否曾經是否曾經是否曾經是否曾經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接受過其他資助接受過其他資助接受過其他資助接受過其他資助或被其他或被其他或被其他或被其他資助資助資助資助拒絕拒絕拒絕拒絕? 

 

 是是是是 (請填寫下列表格請填寫下列表格請填寫下列表格請填寫下列表格)        否否否否 

資助計劃名稱資助計劃名稱資助計劃名稱資助計劃名稱 獲資助設施項目獲資助設施項目獲資助設施項目獲資助設施項目 獲資助金獲資助金獲資助金獲資助金額額額額 

 

 

  

 

 

  

 

 

  

 

 

第第第第 III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申請所需文件申請所需文件申請所需文件申請所需文件 

 

1. 請在下面有關提交申請所需文件的方格內加上請在下面有關提交申請所需文件的方格內加上請在下面有關提交申請所需文件的方格內加上請在下面有關提交申請所需文件的方格內加上「「「「X」」」」 

 

 填妥的申請表格 

 

 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及獨立經營證明，例如公司註冊處的周年申報表 (NAR1) (如登記

為「法人團體」)／ 商業登記冊內資料的電子摘錄 (如登 記為「個人」/「合夥」)等 

 

  可清楚顯示商戶名稱的門面及店舖內部的照片最少各一張；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 所發出的中藥材批發商牌照／中藥材零售商牌照副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如預計安裝申請設施的平面圖、有關申請設施的技術資料、估計支

出的補充文件等) 

 

 

 

 

 

 

 

 

 

 

 

 

 

 

 

請確定將會提交的所需文件 

請確定是否曾經申請、接受過其他資助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    (A4)(A4)(A4)(A4)」」」」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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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V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本人謹代表  XXX 中藥材行  (機構名稱)作出以下聲明： 

 
 

(a) 本人獲以上申請機構授權確認是次申請所提供的資料及相關資料在提交當天是真實而且正

確，並能反映本機構的情況。本機構了解是次申請中如有任何不正確／不完整的資料將會延

遲本機構根據中醫藥發展基金 (基金) 下企業支援計劃的申請。如果是次申請所提供的資料

有任何的變動，本機構將會立即通知基金的執行機構。 

 

(b) 確認除了此企業支援項目資助申請外，本機構未有為此企業支援項目申請，或不會向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申請其他資助。當此申請批核後，本機構了解將不會符合資格獲得其它政府資

助計劃下的任何資助／保證去購買在這項目下的設施項目。 

 

(c) 本機構同意在相應的期限內完成項目，並在項目完成後兩個月內，將向基金的執行機構提交

繳付設施項目費用的證明文件及可清楚顯示設備改善已完成的照片。 本機構如果未能在指

定限期內提交上述繳付費用的證明文件及照片，本機構將不會在本項目下獲得資助，而本機

構將會全數承擔本項目所涉及的費用。 

 

(d) 本機構承諾在項目完成後繼續營運有關中藥材批發或零售有關業務並使用該獲資助的軟件或

硬件至少一年。 

 

(e) 本機構將會為基金的執行機構進行有關工作提供相關資料及所需協助。 

 

(f) 同意參與協助基金評估的各項工作，如出席中醫藥發展基金的諮詢會，並反映我們的意見。 

 

(g) 本機構並非由集團經營的商戶(中藥材零售商/中藥材批發商)。 

 

                                  
授權人士簽署及機構印章      :  

 

簽署人姓名 : 陳大文  

 

職位 : 業務主任  

 

申請機構名稱                : XXX中藥材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 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XX 中藥材行 必須蓋上機構印章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企業支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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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人人人人須知須知須知須知：：：： 
 

1) 請填妥表格內所有部份，並將已填妥的表格及所需文件等交予中醫藥發展基金的執行機構(基金

的執行機構地址請參閱本表格第一頁)。 
 

2) 有關申請企業支援計劃的詳細資料，請登入中醫藥發展基金官方網站 www.CMDevFund.hk 並

參閱文件「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援計劃：『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資助計劃』申請資

助指引」。 
 

3) 請確保本表格內所有部份己填妥及資料正確。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外以紙張填寫並與本表格

一併交回。 

 

4) 本表格所提供的資料會應用於處理中醫藥發展基金 – 企業支援計劃的申請。基金的執行機構

或會透過其他方法對表格內的資料進行核實。本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有關訊息或會提供或轉移

至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除了以上情況外，本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有關訊息或會在申請人同意

下，或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容許的情況下，向其他單位提供。申請人如未能提供足夠資

料，基金的執行機構在未能證實申請人的資助申請資格情況下，或許未能處理有關申請。申請

人可以書面通知本基金的執行機構查詢或更正在已提交的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  
 

5)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指定的合作伙伴或會參照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有關訊息，透過電子郵件、

短訊、傳真或電話通知你有關本局和其合作伙伴的最新產品或服務。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以上須知內容。 (請在左面方格加上「X」。) 

 
 

 本人不想收取宣傳及推廣資料。 (請在左面方格加上「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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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4_Version 1(中文)(更新日期：2021-07) - 18 -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合資格改善倉庫管理、、、、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物流和服務項目名單」」」」  

A 4 - A「「「「 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中藥材貯存相關設備 」」」」  

A 4 - A -0 1  倉庫檢測和調節溫度及濕度的設施：如環境監測控制管理系統、空

調機、溫濕度計、抽濕機、警報系統等  

A 4 - A -0 2  倉庫通風和避免陽光直射的設施  

A 4 - A -0 3  倉庫防蟲、防鼠、防潮、防霉和防火等設施：如擋鼠板、捕鼠器、

滅蠅器等  

A 4 - A -0 4  冷藏設施及設備  

A 4 - A -0 5  防止混亂和交叉污染的設施及設備  

A 4 - A -0 6  藥斗或其他藥材貯存設備  

A 4 - A -0 7  可供中醫藥條例 (第 54 9 章 )下附表 1 藥材獨立存放的設施（此項適用

於經營附表 1 藥材的中藥材批發商或零售商） 

 

A 4 - B 其他設備其他設備其他設備其他設備  

A 4 - B- 01  倉庫照明設施  

A 4 - B- 02  保持處所衞生的工具及設備  

A 4 - B- 03  運貨工具及設備：如手推車、唧車等  

A 4 - B- 04  為防止因藥材 /飲片的交付和運輸所涉及的一般風險而引致的滲漏

和污染的設備  

A 4 - B- 05  鑒別藥材 /飲片真偽、優劣或進行日常品質檢查的工具及設備  

A 4 - B- 06  物流管理系統 *：如無線射頻辨識技術、條碼掃描器及條碼、標籤

管理系統及標籤打印機等相關硬件  

A 4 - B- 07  藥材的交易紀錄系統 *(包括購買及銷售 )  

A 4 - B- 08  配發藥材的紀錄系統 *(只限可進行配發業務的中藥材零售商 )  

A 4 - B- 09  炮製藥材的設施及設備   

A 4 - B- 10  調配藥材的工具及設備：如計量器具、搗碎藥材飲片的器具等 (只

限中藥材零售商 )  

A 4 - B- 11  煎藥的設施及設備 (只限可進行配發業務的中藥材零售商 )  

 

*  為 配 合 相 關 系 統 的 使 用 ， 申 請 人 可 在 計 劃 下 申 請 資 助 以 購 置 電 腦 硬 件 (如 桌 上 、 手 提 或平 板 電 腦 )和 相 關 軟 件 (如 作 業 系 統 、 防 毒 軟 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