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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atson Group HK Student Sports Awards
目的：
對具有運動潛質而且品行優良的學生予以肯定，就學生在
運動上取得成績加以表揚及鼓勵，鼓勵青少年多參與有益
身心的體育活動，從而培養積極、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
式，推廣香港學界的運動風氣，為社會培育健康新一代。
提供機構或學校：
屈臣氏集團公共關係部
提名準則：
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校長根據以下準則，每年提名一位
就讀於其校的學生為該獎項之得獎者：
1. 就讀於本地提供全科課程的中、小學或特殊學校
2. 在運動比賽中表現出色或具有潛質
3. 品行優良及富體育精神
4. 對運動充滿熱誠，並有志於追求卓越表現
5. 獲校長推薦
申請方法及流程：
各學校校長須於 www.aswatson.com/ssa/ 遞交提名，由該獎項
顧問委員會作最後確定。
獎學金將經由提名學校頒發。

兒童心臟基金會學業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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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除了獎學金及證書，其中30名得獎學生將獲挑選參加國內
運動交流團︰所有得獎學生均可報名參加遴選，主辦機構
將根據學生在運動方面的志向、就大會擬訂之項目提交作
業，以及面試的表現，作為挑選準則。
申請日期︰
以2010至11年度為例，10月至12月17日
金額：
得獎學生可獲港幣500元、「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證書一張，以及獲邀參加特別為此獎項而設的「領袖
才能工作坊」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屈臣氏集團公共關係部
地址：新界沙田火炭禾寮坑路1-5號屈臣氏中心11樓
電話：2606 8833
傳真：2695 3664
網址︰www.aswatson.com

Academic Award Scheme
目的：
勉勵學術成績有卓越表現之心臟病患同學

申請日期：
6月30日至7月3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兒童心臟基金會

金額：
港幣3,000元

申請資格：
1. 申請學生必須為香港永久居民
2. 就讀教育局註冊學校之小一至中七學生
3. 兒童心臟基金會會員
4.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人士

名額：
2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需以郵寄或親自遞交以下所有文件，否則申請將不
獲考慮：
• 填妥之申請表格
• 校方推薦人資料及簽署
• 蓋上學校章戳成績表副本及成績表
• 近照乙張

聯絡資料：
兒童心臟基金會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122號政府宿舍五樓A室
電話：2553 0331
傳真：2553 4886
電郵：chf@childheart.org.hk
網址：www.childheart.org.hk

Assistance Scheme for Junior(Youth Members of Hong Kong Red Cross)
香
港
紅
十
字
會
青
少
年
會
員
資
助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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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資助因家庭經濟條件欠佳的學生隊員，提供制服及配
件；及資助參加宿營／戶外活動及接受領袖訓練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
申請資格：
1. 學生隊員須為合法香港居民
2. 學生隊員須為日校的小一至小六或中一至中七的學生
3. 學生隊員須為香港紅十字會的制服隊員
4. 學生隊員來自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
助計劃
5. 學生資助全額／半額津貼的家庭；或沒有領取綜援或學
生資助全額／半額津貼，但獲得學校推薦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及經由學校批核
• 學校將已批核的申請表格郵寄／送交至香港紅十字會青
年及義工事務部總辦事處或各分區所屬總部
• 所屬總部管理委員會審閱有關申請
•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部將以書面通知學校有關
申請結果

申請日期：
6月尾至10月尾
金額：
成功獲資助的學生隊員將獲發「學劵」以豁免領袖訓練課
程／宿營／戶外活動的費用，並於指定期限內可憑「制服
及配件換領劵」到所屬總部領取制服及配件，及到制服承
辦商領取制服
名額：
視乎合資格的申請人士以及獲教育局撥款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部總辦事處
地址：香港夏愨道33號
電話：2507 7145
電郵：yvd@redcross.org.hk
網址：www.redcross.org.hk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年批港幣111,2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決定金額的多寡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陳溢小學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名額：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申請資格：
1. 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
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Chan Yat Primary School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申請資格：
1. 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
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陳溢小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申請日期：
不定

朱正賢小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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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仁小學獎學金

Camões Tan Siu Lin Primary School Scholarship

金額：
年批港幣2,7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決定金額的多寡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Chee Jing Yin Primary School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申請資格：
1. 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
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年批港幣2,7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寡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舞蹈培訓獎學金計劃

Dance Training Scholarship Scheme - 612 Mini Dancers
目的：
讓學員提升舞蹈技巧及表演潛能，為有志於舞蹈藝術發展
的同學打好基礎
提供機構或學校：
城市當代舞蹈團
申請資格：
1. 6至12歲的小學生
2. 喜歡跳舞、不怕辛苦
3. 希望於舞蹈上挑戰自己

﹁
—
﹂未來舞士
612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寫申請表後大會會安排遴選試，所有入選者將獲個別電
郵通知，入選後將接受為期10個月（約40節）現代舞基本
及創作訓練，並於受訓期間參與公開演出。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不適用
名額：
約20名
聯絡資料：
城市當代舞蹈團
地址：香港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10號地下
電話：2328 9205
傳真：2326 0220 / 2242 2363
電郵：dc@ccdc.com.hk （一般查詢）
網址：www.ccd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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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獎勵在學業有優良表現的學生
種類：
•學術
•田徑
•演藝 — 舞蹈
•演藝 — 戲劇
•演藝 — 音樂
•視覺藝術

申請資格：
1. 全日制學生
2. 能夠成功通過入學評估
3.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參與校內活動和社區中
心之活動
4. 能夠在學業，課外活動或社區活動中展示領導才能
5. 能夠或有能力作為同輩的模範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及推薦書可見於
www.discovery.edu.hk
1. 遞交申請表格及推薦書
2. 學生進行入學評估
3. 學生進行面試／ 聆聽測試／ 展示作品集
4. 取得入學許可

香港傷健協會李鈞洪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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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College Scholarship Programme

提供機構或學校：
智新書院

福建中學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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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新書院獎學金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學生可自行向學校申請，由校方根據學生成績決定獲獎學
生。
申請表格可郵寄或親身交到下址︰
Amy Freed
Development & Communications Manager
Discovery College
38 Siena Avenue
Discovery Bay, Hong Kong
或以電郵傳送到下址︰
amy.freed@discovery.edu.hk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只包括該學年的部分課外補習費，其他如書簿、文具及雜項
等概不計算在內。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智新書院
地址：香港愉景灣海澄路38號
電話：3969 1000
傳真：2987 8115
電郵：amy.freed@discovery.edu.hk
網址：www.discovery.edu.hk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校友子女勤奮學習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提供機構或學校：
福建中學校友會

金額：
小學一、二、三名分別為港幣1,000、700及500元

申請資格：
1. 福建中學校友會會員子女
2. 在本港任何一間中、小學就讀
3. 考試成績為全班第一名至第三名

名額：
不限

申請方法及流程：
須把學校成績表影印本一份，連同校友姓名、屆別及電
話，寄往該會 。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觀塘振華道83號
電話：2578 1745
傳真：2512 0659
網址：http://fukien.school.hk

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Li Kwan Hung Education Fund
目的：
協助體能上殘障之學生，使他們能在各程度之教育機構內
與健全學生一同學習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傷健協會
申請資格：
1. 香港永久居民
2. 肢體傷殘、弱視、弱聽
3. 在本港提供教育、工業或職業訓練之小學、中學、專上
學院或大學內就讀之全日制課程學生
4. 需要財政資助以支付學費、購買學習器材或滿足任何因
傷殘引致之特殊需要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基金會於每年8月期間公佈申請細則
• 申請表格可向校方或有關機構索取
• 申請表格須填寫妥當，並經由一名教育、福利機構或政
府部門負責人（例如校長、社工、訓導長等）推薦

• 所有申請表格必須於每年10月中之截止日期前寄交香港
傷健協會總幹事處理。逾期申請將不獲受理
申請日期：
8月至10月中旬
（經校方申請，應留意各院校之安排）
金額：
資助支付學費、購買學習器材等
名額：
20 個
聯絡資料︰
香港傷健協會總辦事處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2室
電話：2551 4161
傳真：2875 1401
電郵：hq@hkphab.org.hk
網址：www.hkphab.org.hk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申請日期：
以2009年為例︰由2009年4月6日至2009年5月22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交通安全隊

金額：
每名港幣500元

申請資格︰
1. 參加香港交通安全隊最少一年或以上之現役中學及小學
隊員
2. 服務表現良好
3. 學業成績良好，並獲校方推薦
4. 經總部核准後，必須親自出席頒獎典禮領取獎學金

名額：
每間學校可推薦不多於2名學生隊員參與

申請方法及流程： （以2009年為例）
有意申請的學校，可於5月22日前，將提名之隊員之資料填
報於附上的申請表，並連同該申請人近期之成績報告副本
一併郵寄至香港交通安全隊總部，以供「獎學金小組委員
會」審批；傳真申請無效，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學校隊伍獎學金

聯絡資料：
香港交通安全隊
地址：香港掃桿埔大球場徑2號
電話︰2577 9682
傳真︰2576 2392
電郵：hkrsa@rsa.org.hk
聯絡人：張宇頌先生（幹事）
網址︰www.rsa.org.hk

勵學獎助學金

Incentive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及資助品行及成績良好的清貧學
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申請資格：
1. 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
2. 品行及成績良好的清貧學生
3. 就讀於保良局錦泰小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綠色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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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Hong Kong Road Safety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年批港幣10,0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寡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INK-HK Education Fund
目的：
協助本港中小學生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基本援助
提供機構或學校：
INK-HK
申請資格：
1. 合法香港居民
2. 申請人必須為父母或監護人
3. 申請以家庭為單位，每個家庭不論有多少在學學生申
請，只需填交一份申請表格
4. 在教育局認可的學校中就讀小學課程
申請方法及流程：
取表辦法：於該公司網址 www.ink-hk.com 下載。
每位申請者均須填寫一份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身份
證、學生證、學生手冊的影印副本、家庭成員收入証明）
，郵寄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基金將會對申請表格上所填報的資料進行核實，或會向
學校及有關政府部門查核。（如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內容
不實，基金將取消該申請人的申請資格。）

助學金派發：
獲助學生將會收到書函通知領取支票的安排，不獲通知學
生則作落選論。
申請日期：
9月1日至1月31日
金額：
港幣1,000元
名額︰
20名
聯絡資料：
INK-HK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221美德工業大廈5樓B室
「綠色助學金」
電話︰6400 8787
聯絡人：張小姐／文小姐
網址：www.ink-hk.com

19

“Learning Fun” English Scholarship
目的：
表揚成績優異的同學，希望藉此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學
習興趣

金額：
每年撥款港幣400,000元成立「學習樂」英語獎學金計劃
並根據每年情況決定得獎金額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

名額：
每間學校設初小，高小各金、銀、銅獎1名，優異獎6名

申請資格：
1. 申請學校必須為「學習樂」英語獎學金計劃會員
2. 學校負責教師需於2010年5月1日前，提交得獎者名單，
否則當放棄論

聯絡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校網絡
地址︰新界火炭禾盛街10-16號海輝工業中心7樓708室
查詢電話：2310 1343
傳真：2786 5906
電郵：scholarship@school.hk
網址：http://school.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學校需先登記，成為香港學校網絡之會員學校，及獲接
納參加獎學金計劃
• 學校需派出負責老師統籌，於初小、高小兩個組別中，
挑選英文科優異學生，從中確認「獎學金」得主，並於
2010年5月1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學校獎學
金得獎者名單」

*附註：
1. 校方可根據校本英文活動，自定學生獎勵細則，進行校
內選拔獎學金得獎學生。
2. 基金優先支援推動英文科發展及活動，學校也可安排於
圖書館之用。

表格可於網上 http://school.hk 下載
申請日期：
以2009-10年度為例
2009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接受報名成為學校會員
2010年3月1日至5月1日 遞交獎學金得獎名單

梁銶琚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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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樂﹂英語獎學金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Leung Kau Kui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家境清貧而學業成績和操行優良之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金額：
約為港幣200元 （保良局年批港幣111,200元）

申請資格：
1. 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
2. 品行及成績良好的清貧學生
3. 就讀於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名額：
有限，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由於助學金的名額有限，故品學兼優、家境清貧及獲書
簿津貼全額之學生將會獲優先考慮。）
申請方法及流程：
如擬申請該助學金，應先填妥回條索取申請表格。（申請
表格會由學校於上學期期考後派發）
如有數兄弟姊妹在本校就讀只能交一份申請表。
獎學金會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後頒發。

聯絡資料：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地址：新界屯門湖景村小學校舍第三座
電話：2467 8107
傳真：2463 3321（上午校）/ 3011 3088（下午校）
電郵：mcf@plklcskam.edu.hk（上午校）
plk8pt01@netvigator.com（下午校）
網址︰www.plk8p.edu.hk
		 www.poleungkuk.org.hk
*附註：
如有需要，會進行家訪

李陞大坑學校助學金

Li Sing Tai Hang School Education Subsidy
目的：
全面資助報讀該校的小一學生，確保學生不會因為缺乏經
濟能力而無法獲得優質教育

申請日期：
以2010至2011年度為例，申請人必須在2010年5月31日前交
回申請表

提供機構或學校：
李陞大坑學校及大坑坊眾福利會

金額：
每名學生最高資助金額為港幣2,000 元

申請資格：
就讀於該校而家庭有經濟困難的小一至小五學生

名額：
不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及交齊所需文件，申請表及所有文件必須親自
遞交校務處，不接受傳真及電郵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審批成功與否及資助金額由該校「評審委員會」全權決
定，申請人不得異議。

聯絡資料：
李陞大坑學校
地址：香港銅鑼灣大坑浣紗街73號
電話：2577 5188
傳真：2882 4510
聯絡人︰梁副校長
網址：www.lsths.edu.hk

申請日期：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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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金額：
年批港幣111,2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寡

申請資格：
1. 獎勵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錦泰小學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陸馮秀容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申請日期：
不定

聯絡資料：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Luk Fung Sau Yung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馮晴紀念小學學生提高校內成績

申請日期：
9月1日至6月3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馮晴小學

金額：
港幣1,000元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馮晴紀念小學
2. 全年總平均分不低於70分，而操行不低於B的清貧學生（
清貧學生是指其家庭拿取綜援或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
3. 凡就讀於馮晴紀念小學而達到上述標準的學生，不論是
否已獲其他獎學金，皆有入選資格

名額：
每級2名，共12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遴選委員會（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教師代表2名，
合共5人） 視乎入選學生之品行及學業成績頒發

陸慶濤小學學業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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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錦泰獎學金

Lui Kam Tai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

聯絡資料：
保良局馮晴小學
地址：新界將軍澳培成路2號
電話：2706 6620
電郵：fcs@plkfcmps.edu.hk
網址：www.plkfcmps.edu.hk

Luk Hing Too Primary School Academic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表現出色的學生

金額：
年批港幣160,0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寡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申請資格：
1. 學業成績優異表現出色的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申請日期：
不定

宏利

Manulife-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Hong Kong (Manulife-CDNIS) Scholarships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獎學金
─

目的：
為下一代提供一級教育機會

申請日期：
截止日期為2011年4月1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金額：
每學年可獲港幣25,000元的學費津貼，並獲派配宏利所持有
的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債券直至畢業

申請資格：
1. 宏利客戶、員工或保險／理財顧問的子女，年齡介乎6至
25歲，懂英語、成績優異及具優厚學習潛質，並欲申請
報讀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的新生（第一班至第十班）
2. 歷屆獎學金得主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透過閣下的宏利保險／理財顧問、宏利網站或
親臨宏利各辦事處索取。
申請者於指定日期前，寄交填妥的申請表及學業成績證明
文件到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企業傳訊部。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觀塘偉業街223-231號宏利金融中心A座22樓 —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企業傳訊部
電話︰ 2510 5600
網址︰www.manulife.com.hk
www.cdni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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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提供機構或學校︰
明報及戲劇英語香港教育中心

金額：
根據不同名次和表現評估而定，得獎同學會參與戲劇英語
為期約5個半月的英語戲劇或音樂劇培訓，並成為劇中一個
主要的角色。這三齣不同的音樂劇將會公開演出

申請資格：
1. 6-16歲學生（參加者分為初級（6-8歲），中級（9-11
歲）和高級（12-16歲）三個組別）
2. 在英語科目上獲得優異表現

名額：
3名
聯絡資料︰
戲劇英語香港教育中心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9-11號合誠汽車大廈2樓
電話：2880 5085
傳真：2880 5855
電郵：de@dramaticEnglish.com
網址：www.dramaticenglish.org

Mr David Ho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的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金額：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年批港幣6,000元
保良局志豪小學年批港幣12,600元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申請資格：
1. 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
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或 保良局志豪小學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湯寶臣法官獎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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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Pao Dramatic English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更多學生和年輕人能自信地以英語溝通，有創意地表
達不同的觀點與想法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者須經過兩輪評選，最終每個組別只會選出一位得
獎者
• 第一輪評選以學校英語科的成績，以及在創意思維、關
心鄰舍和世界這幾方面有突出表現為準則
• 第二輪的評選：入圍者會參與一個由戲劇英語的外籍戲
劇導師帶領的戲劇工作坊，學習戲劇技巧之餘，導師會
根據其表現評分

何志豪獎學金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明報英語戲劇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Mr Tong Judge Scholarship-Progress Student Award
種類及目的：
湯寶臣法官獎學金計劃—主科（中英數）進步生獎
鼓勵在中文、英文、數學科成績有進步的同學
提供機構或學校：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申請資格：
就讀於該校而成績進步明顯的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在該學年的上學期期考、下學期期中試及下學期大考中選
出進步生，並視乎同學的成績表現而聯絡同學獲獎 。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金額︰
每名學生每次只能在中文、英文及數學科中取得其中一項
獎學金，每名獲獎學金港幣100元。

名額：
小一至小四：每級一名
小五至小六：每級兩名
聯絡資料：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柏路28號
電話：2617 8212
傳真：2617 8252
電郵：sch@tswcps.edu.hk
網址：www.tswcps.edu.hk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目的：
表示對社員之關懷及鼓勵社員子女努力向學，爭取品學兼優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金額：
中學組得獎者可獲港幣1,000元 ， 小學組得獎者可獲港幣
500元 （各得獎者另可獲發獎狀一張及獎座一個）

申請人的在學子女須符合下列條件
1. 該名子女在財政上依賴申請人
2. 該名子女必須就讀於本港之中學或小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可經該社網頁、「資訊通2310 0668」或向該社辦事處取
得申請表格
• 將填妥的申請表格須於截止申請日期前連同下列文件寄
回或交回辦事處（LCK 703）
• 社員子女之近照
• 有關考試及上、下學年之成績報告表副本、香港中學會
考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報告表副本；曾參與校內或
社會服務之証明文件副本
• 準得獎者必須出示出生証明文件及有關之成績報告表正
本以作核實

名額：
不定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申請資格：
為該社社員子女 （員工必須於2010年8月10日前申請入社，
並能夠成功成為社員）

聯絡資料︰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地址：荔枝角機樓7樓703室
電話：2786 3888
傳真：2743 1518
電郵：info@pccwcu.org
網址：www.pccwcu.org

保良局屬下中小學課外活動卓越表現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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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社員子女獎學金

PCCW Credit Union Scholarship

Po Leung Kuk Outstanding Awar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Affiliated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目的：
獎勵於課外活動有卓越表現的學生

金額：
年批港幣20,0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寡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保良局屬下小學
2. 於課外活動有卓越表現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
申請日期：
不定

保良局小學獎學金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s for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s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保良局屬下小學
2. 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或於課外活動有出色表
現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年批港幣45,6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寡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保良局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電話：2277 8888
傳真：2576 4509
電郵：plkinfo@poleungkuk.org.hk
網址：www.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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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Educational Centre Scholarship
目的：
勉勵學員勤奮好學
提供機構或學校：
群峰教育中心
申請資格：
1. 在該中心連續學習超過一年
2. 在學校期考獲得第一名者
申請方法及流程：
詳情可在報名時查詢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目的：
免除學費，減輕學生的財政負擔、協助因突發情況或意外
轉變而導致經濟困難的家庭
提供機構或學校：
啟新書院
申請資格：
1. 申請者現時不在該校之入學名冊上
2. 申請者必須在香港擁有住所
3. 申請者必須有家長、監護人或贊助人在港
4. 英語寫作及口語能力良好
5. 自律及富責任感
6. 能提供家庭入息證明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人須通過本校入學英語試證， 並須提供經濟證明，
以便學校能根據申請人的需要提供適量的款額
• 申請人及其父母，監護人或贊助人將獲邀面見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群峰教育中心
地址：香港長洲中興新街20號地下
電話：2981 5118
傳真：2981 5151
網址：www.rangepcc.com

申請日期：
全年開放
金額：
學費全免，並根據學生之需要免除以下費用︰書簿費、文
具費、校服費、實地考察費、午膳費、雜項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啟新書院
地址：馬鞍山恆明街5號
電話：3556 3556
傳真：3556 3446
聯絡人姓名：Ms Wilma Shen (Scholarships Manager)
聯絡人電話：3556 3536
電郵：scholarship@renaissance.edu.hk
網址：www.renaissance.edu.hk

RHSOSA Scholarship Awards
目的︰
1. 表揚在學業上（尤其在中、英文科）取得突出成績的同學
2. 鼓勵同學們在中、英語科下苦功，培養他們對語文的興趣
提供機構或學校︰
玫瑰崗舊生會
申請資格︰
就讀於玫瑰崗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部的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選出中、英語科成績最突出的同學 。
申請日期︰
9月1日至6月30日
金額︰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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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在學校期考獲得以下名次者，可得相應面值的獎學金券：
• 第一名者，可得獎學金券 港幣1,000元
• 第二名者，可得獎學金券 港幣800元
• 第三名者，可得獎學金券 港幣500元
• 十名之內，可得獎學金券 港幣200元

Renaissance College Youth Empowerment Scholarships (YES)

玫瑰崗舊生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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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峰教育中心獎學金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名額︰
幼稚園部︰ 2至3名
小學部︰中文科獎學金及英文科獎學金各2名
中學部︰中文科獎學金及英文科獎學金各2名
聯絡資料︰
玫瑰崗總校務處
電話︰2572 0228
傳真︰2838 6141
電郵︰info@rhs.edu.hk
網址：www.rhs.edu.hk
www.rhsosa.org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
計劃下的本地私立學校而經濟有需要的學生（小一至中
七）
2. 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3. 申領資助的子女必須是未婚的香港居民、與申請人家庭
同住、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
（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
* 持旅遊簽證、雙程通行證、學生簽證、父或母持學生簽
證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均不符合資格申領資助
申請方法及流程：
以2010/11 學年學生資助為例，申請分兩個階段進行︰
• 第一階段是「資格評估申請」
• 第二階段是「資助計劃申請」
• 「資格評估申請」是以家庭為單位
• 申請人必須逐年申請及將其所有同住未婚子女的資料，
填報在「資格評估申請」內，每個家庭只需填寫一份表
格

申請人必須在「資格證明書」上為子女選擇合資格申請資
助計劃，及將填妥的「資格證明書」按指定時間交回子女
就讀的學校。學校在證明學生的身份及出席情況後會依時
將「資格證明書」呈交學生資助辦事處。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申請人須在每年指定日期內將填妥的申請表、郵寄標籤 及
有關證明文件副本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九龍尖沙咀郵箱
96824號。凡通過入息審查的家庭，每名在申請表內表示需
獲發「資格證明書」的子女會收到「資格證明書」。

提名日期：
4月至5月
金額：
視乎情況而定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學生資助辦事處
地址︰九龍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8樓803-806室 （書簿津
貼／學生車船津貼組）
電話：2802 2345
網址：www.sfaa.gov.hk

新加坡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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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書簿津貼

School Textbook Assistance
目的：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津貼，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及雜項
就學開支

Singapore Scholarships
目的︰
新加坡政府頒發獎學金給香港學生，作為友好的表示
提供機構或學校：
新加坡教育局
申請資格：
1. 申請學生必須為香港永久居民及擁有良好的學業紀錄
2. 小學特別／優異獎：在入讀小學二年至五年級時，年齡
介乎7至11歲的小一至小五學生
3. 中學一年級獎學金：入讀中學一年級時，年齡介乎 12 至
14 歲的小六／中一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可於新加坡教育局網頁下載或於新加坡國際學校（
香港仔南朗山道23號）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的申請表連同
有關證明文件，遞交至︰
1 North Buora Vista Drive, Level 3 Podium Block, Singapore
138675, Mr Ng Eng Joo
申請日期：
5月至6月

金額：
• 小學特別：每年坡幣2,000元
• 優異獎：每年坡幣1,000元
• 豁免繳交學費（不包括其他費用）
• 所有獲取獎學金的學生，都不需簽任何契約
• 在新加坡國際學校（香港）參加為期一個月的語文浸濡
課程
*獎學金可供得獎人升讀至小學六年級（視乎得獎人的
進展及表現而定）。得獎人在完成小六課程後，需參
加小學畢業考試。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新加坡教育局
地址：1 North Buora Vista Drive, Singapore 138675
電話：(65) 6872 2220
傳真：(65) 6775 5826
聯絡人：Mr Ng Eng Joo
電郵：contact@moe.edu.sg
網址：http://moe.edu.sg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獎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Awards for Disabled Students
目的：
對本港的殘疾學生給予鼓勵，並使社會對這些學生的成就
有更深認識
提供機構或學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提名資格：
1. 獲提名學生必須屬於下述其中一種殘疾類別
視覺受損 ／ 聽覺受損 ／ 肢體傷殘
2. 持有香港身份證
3. 在香港最少住滿五年
4. 屬任何官立、資助、按額津貼、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私
立學校或 英基學校協會的學校的全日制中六（12班）或
中七（13班）學生；又或是在指定大專院校的學生
5. 須獲所屬院校或中學的校長提名，而校長須以有關學生
在校內及公開考試中所取得的成績及學生的實質需要為
依據
6. 並須擁有良好的品格和優異的潛質
7. 不得在申請前已購買有關個人或學習輔助用品

提名程序：
• 理事會通常會於每年九月邀請院校及中學校長作出提名
• 截止提名日期為10月。理事會在諮詢康復專員及有關的
專業團體後，會決定得獎名單，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
才會進行面試遴選得獎人
提名日期：
每年9月至10月
金額：
每位得獎者將獲發放港幣15,000至30,000元的獎學金，個別
獲獎者的獎學金金額將由評審委員會按其個別需要評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1217室
電話：2150 6097 / 2150 6098
電郵：seymfc@sfaa.gov.hk
網址：www.sfa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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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經濟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車船津貼

申請日期：
4月至5月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金額：
以學生在學期間往來居所同學校所屬地區的平均車船費計
算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各中、小學校或在認可的院校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
位課程、其居住地點與學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
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的經濟有需要的學生
2. 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3. 申領資助的子女必須是未婚的香港居民、與申請人家庭同
住、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
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
* 持旅遊簽證、雙程通行證、學生簽證、父或母持學生簽
證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均不符合資格申領資助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學生資助辨事處
地址︰九龍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8樓803-806室
（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組）
電話︰2802 2345
網址︰www.sfaa.gov.hk
*附註：
篇幅有限，未能盡錄，詳情請參閱網址

Subsidy Scheme for Internet Access Charges
目的：
為經濟有需要的的家庭提供津貼，以支付家居上網學習費用

申請日期：
即日至2011年3月1日之前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金額：
2010/11 學年全年的全額上網費津貼為每個家庭1,300 元，半
額則為650元。

申請資格：
1. 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度教育而經濟有需要的家
庭
2. 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3. 申領資助的子女必須是未婚的香港居民、與申請人家庭
同住、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
（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
* 持旅遊簽證、雙程通行證、學生簽證、父或母持學生簽證
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均不符合資格申領資助 。
申請方法及流程：
請參閱學校書簿津貼的申請方法及流程。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學生資助辨事處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
電話：2802 2345
如欲查詢申領資格和申請程序，家長或學生可致電8226
7067，向學資處查詢。領取綜援的家長或學生則可致電
2343 2255 ，向社署查詢。
網址：www.sfaa.gov.hk
*附註：
篇幅有限，未能盡錄，詳情請參閱網址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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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Travel Subsidy Schemes

申請方法及流程：
請參閱學校書簿津貼的申請方法及流程。

上網費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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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Scholarship
目的：
加強隊員自信心，發掘個人潛能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截止日期為12月31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

金額：
小五及小六：每名得獎者可獲贈港幣1,000書劵及獎狀乙張
（所有獎學金將以書券形式贈予得獎者）

申請資格：
1. 香港基督少年軍註冊分隊之隊員
2. 在所就讀之學校內學業成績有顯著的改善或持續地成績
優異
3. 在分隊內服務、紀律、領袖才能均有良好表現並獲分隊
隊牧或隊長推薦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可向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索取申請表格
• 填妥表格後，請連同成績表副本及有關文件交回
獲獎的隊員及導師將獲個別通知。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
地址：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A座地下
電話：2714 9253
聯絡人：梁潔儀小姐（Bella） （行政幹事）
網址：www.bbhk.org.hk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種族關係組
申請資格：
1. 少數族裔學生
2. 在學校和社區服務（尤其是促進種族融和的活動）方
面、學業成績以及品行有優秀表現
申請方法及流程：
透過學校頒發支票及獎狀給得獎學生。

申請日期：
不適用
金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及獎學金款額發放給合適的學校
名額：
以2010-11年度為例：頒發的獎學金合共130項，得獎者來自
31間學校︰
22間小學︰共85名
9間中學︰共45名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鼓勵積極收取少數族裔學生和參與推廣種族和諧的學校，
並培養年青一代認識平等機會的重要

聯絡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種族關係組
地址：中環雪廠街11號中區政府合署西座1樓104室
電話：2810 3203
傳真：2121 1716
電郵：rru@cmab.gov.hk
網址：www.cmab.gov.hk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融和獎學金

The Harmony Scholarship Schem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Life-wide Learning Fund
目的︰
幫助小一至中七有經濟困難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申請資格：
1. 小一至中七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包括︰領取「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綜援）」
2. 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全津）」
3. 符合學校自訂經濟困難審定條件的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經學校向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申請，校長需回覆有關本
基金的學校通告，為校內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提出申請，學
校應善用基金，讓有需要的學生不會因經濟問題而錯過參
與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機會。
申請日期：
6月至7月

金額：
每所學校所獲得的撥款是參考該校「綜援」及「全津」學
生的數目而計算的。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所獲的撥款金額
均不相同︰
每位合資格初小學生（小一至小三）：港幣80元
每位合資格高小學生（小四至小六）：港幣160元
名額：
不限，合資格即可
聯絡資料：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3樓1324室
全方位學習及圖書館組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電話：3540 7436 / 2892 5881
傳真：2892 6428
聯絡人：Mr Ng Eng Joo
電郵：jcfund@edb.gov.hk
網址：www.edb.gov.hk

﹁以愛傳聲﹂獎學金計劃

To Hear with Love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弱聽學生克服聽覺障礙，從而在學業上取得更卓越成
績的獎勵計劃。希望籍此提高聽障學生的自信，克服困難
提供機構或學校：
奧迪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1. 年齡介乎6至25歲 ，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2.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3. 單耳或雙耳弱聽程度達45分貝或以上
4. 不得在申請前已購買有關個人或學習輔助用品
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生可自行報名或經由校長、老師、註冊社工提名參選
在截止申請日期前交回表格。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可獲人工智能助聽器（單耳或雙耳佩），及獎學金現金港
幣5,000元
名額：
3名
聯絡資料：
奧迪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佐敦道 23-29 號新寶廣場12樓1203室
電話：3188 9510 / 36221225
傳真：3188 9259
電郵：info@oticfoundation.org.hk
oticfoundation@gmail.com
網址：www.oticfoundatio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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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一）至（三） 東蓮覺苑獎學金暨學業優良獎第一名 、 東
蓮覺苑獎學金暨學業優良獎第二名、東蓮覺苑獎學金暨學
業優良獎第三名 （每項每班1名）
申請資格：學年成績優異，全年總平均分達80 分或以上，
全部科目必須合格
資助金額：獎狀一張，第一名港幣400元；第二名現金港幣
200元；第三名現金港幣100元
（四） 操行優良獎 （每班一名）
申請資格： 操行等第達A 級
資助金額： 獲銀行禮券200 元及獎狀一張
（五） 佛學優良獎 （每班一名）
申請資格： 佛學科成績最高者、操行等第達B 級
資助金額： 現金港幣200元及獎狀一張 （如符合上述資格
者多於一人，則由班主任及佛學科科主任推選
一位品行較佳同學獲獎）
（六） 東蓮覺苑課本／文具獎勵計劃 （一至五年級各班設
甲等獎 及乙等獎各三名）
申請資格： 甲等獎：全年總平均分達85分或以上，中、
英、數三科全年總分合格，操行達B 級或以上
; 乙等獎則須全年總平均分達75分或以上，其
他細節俱同
資助金額： 甲等獎：每學期獲課本一份（如金額超過1,000
元則只獲津貼港幣1,000元）或等值之文具券（
金額上限港幣1,000元）及獎狀一張

香港少年領袖團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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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東蓮覺苑獎學金

Tung Lin Kok Yuen Scholarship

（七） 東蓮覺苑升中優異獎 （六年級設 甲等獎 及 乙等獎
各三名）
申請資格： 甲等獎：全年總平均分達85分或以上，中、
英、數三科全年總平均分合格（中、英以總分
計算），操行達B 級或以上；乙等獎則須全年
總平均分達75分或以上，其他細節俱同
資助金額： 甲等獎：現金港幣1,000元及獎狀一張
乙等獎：現金港幣500元及獎狀一張
提供機構或學校：
寶覺分校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由班主任根據學業成績提名
申請日期：
不適用
聯絡資料︰
寶覺分校
地址：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55號
電話：2476 2258
傳真：2474 6894
電郵：pokokbs@pokokbs.edu.hk
網址：www.pokokbs.edu.hk

Uniform Assistance Scheme for Needy Students Members
目的：
為小學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的清貧學生隊員
提供資助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少年領袖團
申請資格：
1. 學員須為合法香港居民
2. 學員須為日校的小一至小六學生
3. 學員須已完成學員入伍手續
4. 來自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家庭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團員必須已遞交入團申請表格以及繳付團費
• 家長需完成申請表格，並連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計劃及團員出生證明書之副本一拼遞交
• 經團總部核實後，附有編號之批准信將發給團員和家長
• 家長及團員可以攜帶此信件到制服供應商購買制服及有
關認可之配件
• 完成後將有關收據及批准信之副本一次過交回團總部作
申請半費退款

申請日期：
6月至10月
金額：
半費資助學生購買團指定制服供應商之制服項目
名額：
3名
聯絡資料：
香港少年領袖團
地址：新界西貢萬宜路萬宜訓練營
電話：2792 6486
傳真：2792 8510
電郵：ach@hkac.org
網址：www.hkac.org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獎學金

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Scholarships
目的︰
嘉許品學兼優、對社會有承擔、富領導才能或在體育、演
藝、視覺藝術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學生
種類︰
分為體育、領導才能、演藝、服務及視覺藝術五個範疇
提供機構或學校：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申請資格：
就讀滬江維多利亞學校的小學生
• 體育及領導才能只限四至六年級申請
• 演藝、服務及視覺藝術接受一至六年級申請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老師及家長推薦學生獲獎，申請人填寫獎學金申請表
格，於截止申請日期前交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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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獎：每學期獲現金港幣500元課本或等值之
文具券及獎狀一張（文具券不可用以換購教科
書）

申請日期：
1月至2月
金額︰
每名學生可獲一年之學費半免
名額：
共5名，每個範疇各1名
聯絡資料：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地址：香港仔深灣道19 號
電話：3402 1000
傳真：3402 1099
網址：http://vsa.edu.hk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目的：
幫助有進步、無懼生活狀況及經濟困難奮發圖強的學生學
習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以操行，成績等決定得獎同學
申請日期：不適用

提供機構或學校：
逾50間學校，可向各學校查詢

金額：
視乎申請學校及獎學金款額而定
名額：不定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深水埗區內中小學
2. 有進步、無懼生活狀況及經濟困難奮發圖強的學生
3. 非領取綜援家庭學生

聯絡資料：
地址：深水埗南昌街191號南昌苑1樓A室
電話：2980 2885
傳真：2980 3119
聯絡人：陳生

目的：
表揚元朗天水圍區內積極樂觀、奮發向上的學童

以2011年度為例，獲獎名單於5月9日中午12時正在基金網頁
內公佈。此外，基金將以專函通知獲獎學生。

種類︰
• 「才藝孩子」
• 「自強孩子」
• 「躍進孩子」
• 「卓越孩子」

獲獎學生必須出席於2011年7月2 日舉行之頒獎典禮（地點
及時間將容後公佈）。

提供機構或學校：
萬鈞教育基金
申請資格：
參加者必須為現屆元朗天水圍區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每
校參加人數不限。

申請日期︰
以2011年為例︰4月4日（以郵戳日期作準）
金額：
每名港幣2,000元
名額：
20名，每個組別分別選5位學生

四邑益善堂獎學金

申請方法及流程：
報名表格可於 www.eduyoung.edu.hk 下載。參加者須填妥所
附的參加表格，以及就 「 才藝孩子」、「自強孩子」、
「躍進孩子」及「卓越孩子」四個範疇選取其中一項，以
300字寫出你在該範疇的成就及事例，並簡述你獲得獎學
金後預計的用途。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須由就讀學校校長
核實），連同能証明有關事例的文件副本，寄回基金秘書
處。

聯絡資料︰
萬鈞教育基金
地址：天水圍天華路51號（伯裘書院轉交基金秘書處）
電話：2448 2122
傳真：2447 1924
電郵：pakkaues@netvigator.com
聯絡人：陳凱怡小姐
電話：2448 2960
網址：www.pakkau.edu.hk
www.eduyoung.edu.hk

目的：
鼓勵會員子女努力求學，同時為該堂及社區儲備人才。

港幣600元。[*學科成績不包括宗教、視覺藝術、音樂及體
育科成績]

提供機構或學校：
四邑益善堂

體藝成就獎：
凡於學界、校際或全港公開體育或藝術比賽獲獎，（例如：
區運會、校際音樂節比賽、校際朗誦比賽等），經評審可獲
頒獎學金；獎勵金額由委員會審定。

小學組
─

申請資格：
1. 該堂會員子女
2. 年齡25歲以下
3. 就讀於本港全日制小學而學業成績達到要求者
（如有特別情況，可提交委員會作個別討論）
申請方法及流程：
獎學金每年發放一次，每年7月初張貼通告知會會員，合資
格者於可於該堂辦事處領取表格，填寫後交回辦事處，待工
作小組核實後於8月底或9月初發放
申請日期：
7月至8月31日
金額：
學業成績獎：
考獲全班第一名或*學科成績共取得6科A級可獲獎學金港幣
1,000元；全班第二名或*學科成績取得5科A級可獲獎學金港
幣800元；全班第三名或*學科成績取得4科A級可獲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種類︰
獎學金分為「最佳學業進步獎」、「最佳操行進步獎」及
「奮發圖強」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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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四邑益善堂
聯絡人︰陳潤波（負責人）
地址：香港長洲興隆街101號3樓
電話：2986 9907
電郵：chanyunbor@yahoo.com.hk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saiyaporg
附註：
得獎者必須出席頒獎禮。（缺席頒獎禮的獎學金得主將當
作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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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慈善基金李吳劍鳴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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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定獎助學金計劃｜佳定助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目的︰
鼓勵莘莘學子努力學習，貢獻社會，並透過是項計劃，幫
助經濟上有困難之家庭，減輕他們在供養子女教育方面的
負擔
提供機構或學校︰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1. 佳定轄下管理的屋苑住戶
2. 現就讀小一至中六
3. 在財政上需要得到幫助的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各業戶可於所屬管業處索取申請表格
• 佳定集團為獎助學金計劃成立的評審顧問委員會，會為
獎助學金計劃提供意見，並協助評選
（ 申請詳情可向各管理處查詢 ）

目的︰
獎勵成績、品行表現優異、成績明顯進步、體藝表現傑出
獎及勇於服務社群獎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及慈幼葉漢小學
申請資格︰
1. 成績表現卓越獎︰全年成績全級名次首三名（根據校內
成績紀錄計算）
2. 品行表現優良獎︰各學期操行成績達甲級或以上（由班
主任、科任及訓導主任推薦）
3. 成績飛躍進步獎︰上學期總成績與下學期總成績每級首
三名進步幅度最大者（根據校內成績紀錄計算）
4. 體藝表現傑出獎 及 勇於服務社群獎 ︰該本年度在校內
外參與體藝活動有傑出表現者，由學生自薦，填寫申請
表格
申請方法及流程︰
（1至3項獎學金由校方推薦）
「勇於服務社群獎」 及「體藝表現傑出獎」的申請表格
可在學校網頁下載。有關申請表格請於截止申請日期前填
妥，連同證明文件的正本及副本交予班主任。 （兩校的申
請流程略有不同，請留意）

申請日期︰
7月至8月中
金額︰
港幣1,500元
名額︰
20 個
聯絡資料︰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太古城英皇道1111號太古城中心1座7樓
電話︰2508 6777
傳真︰2566 2744
網址︰www.savillsguardian.com.hk

名額及金額（每名）︰
1. 成績表現卓越獎︰
• 每級第一名（共6名）— 港幣700元
• 每級第二名（共6名）— 港幣500元
• 每級第三名（共6名）— 港幣300元
2. 品行表現優良獎︰每級三名（共18名）— 港幣500元
3. 成績飛躍進步獎︰每級首三名（共18名）— 港幣500元
4. 體藝表現傑出獎及勇於服務社群獎 （各全校三名）- 港
幣500元
聯絡資料︰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地址︰葵涌石籬石排街9號
電話︰2429 1177 / 2429 1187
傳真︰2423 3616
電郵︰email@syh.edu.hk
網址︰www.syh.edu.hk
慈幼葉漢小學
地址：新界葵涌安蔭邨
電話︰24202727
傳真︰24254133
電郵︰enquiry@syhps.edu.hk
網址：www.syhps.edu.hk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截止日期為5月14日

侯寶垣獎學金

目的：
為有需要者而設，以資助會員子弟的學費為原則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青松觀有限公司

金額：
小一至小六︰每名港幣1,500元

申請資格：
會員之三代直系親屬，在本港各中小學就讀日校課程，及品
學兼優者。

名額：
最多33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寄回或交回青松觀辦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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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青松觀有限公司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64號4樓
電話︰2393 7495
傳真︰2789 4384
電郵︰ccta@daoist.org
網址︰www.daoist.org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申請資格：
1. 朱陳瓊香獎學金：三至六年級每級一位品學兼優，而且
在課外活動中有傑出表現的同學作獎勵
2. 蕭詠儀獎學金：全級第二名同學
3. 蕭永豐獎學金：全級第三名同學
4. 蕭詠仁獎學金：全級第四、五名同學
5. 蕭漢森伉儷體藝獎學金：在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音
樂、體育有卓越表現的同學
6. 就讀於保良局蕭漢森小學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聯絡資料：
保良局 蕭漢森小學
地址：沙田穗禾苑42A地段
電話：2604 1966
傳真：2606 2304
電郵：info@plkshs.edu.hk
網址：www.plkshs.edu.hk

目的：
表揚學術表現優良的學生

i. 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一至六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三名

提供機構或學校：
南元朗官立小學

j.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獎學金
進步獎：一至六年級學生，把學生的上、下學期期考平均
分比較，得出進步最大的首兩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經學校委員會核實成績品行及審批
後頒發。

南
元
朗
官
立
小
學
│
獎
學
金

名額：
朱陳瓊香獎學金：4名 （每名港幣500元）
蕭詠儀獎學金：6名 （每名港幣300元）
蕭永豐獎學金：6名 （每名港幣300元）
蕭詠仁獎學金：12名 （每名港幣200元）
蕭漢森伉儷體藝獎學金：8名
（表演藝術獎、視覺藝術獎、音樂獎、體育獎 各設2名）
（每名港幣500元）

獎學金名稱及獲獎資格：
a. 李榮基獎學金
一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一名
六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一名
b. 鄧乾新獎學金
二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一名
c. 魯義和獎學金
三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一名
四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一名
d. 王裕民博士獎學金
五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一名
e. 梅真理獎學金
六年級全級學生的五年級下學期期考及六年級上、下學
期期考三次考試成績總和第一最高分學生獲獎。
f. 黃英就獎學金
一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二名
二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二名
五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二名
六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二名
g. 林伯濤獎學金
三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二名
四年級全學年考試成績的全級第二名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金額：
朱陳瓊香獎學金：每名港幣500元
蕭詠儀獎學金：每名港幣300元
蕭永豐獎學金：每名港幣300元
蕭詠仁獎學金：每名港幣200元
蕭漢森伉儷體藝獎學金：每名港幣500元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獎學金

種類︰
朱陳瓊香獎學金、蕭詠儀獎學金、蕭永豐獎學金、蕭詠仁獎
學金及蕭漢森伉儷體藝獎學金

k. 戴權獎學金（設有視藝傑出表現獎，音樂傑出表現獎 及
傑出運動員獎）在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及公民教育等
方面表現優秀的學生
a-j 表揚學術表現優良的學生
k表揚在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及公民教育等方面表現優秀
的學生
b, d, e, h：1名
a, c, g, j：2名
k︰3名
f︰4名
i︰6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的遴選委員會視乎入選學生之品行及學業成績頒發
金額：
b, d, e, h 視乎獎學金款額而定
a, c, f, g, i, j, k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及獎學金款額而定
聯絡資料：
南元朗官立小學
地址：元朗欖口村路21號
電話：2478 1230
電郵：sylgps@edb.gov.hk
網址：www.sylgps.edu.hk

h. 胡禧堂獎學金
六年級全級學生的五年級下學期期考及六年級上、下學
期期考三次考試成績總和第二最高分學生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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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申請日期︰
以2009年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8月31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金額︰
不定

申請資格︰
1.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會友或會友子弟
2. 該會別堂會友或會友子弟（須附該堂主任牧師之推薦
信）
3. 該會屬下各中、小學之學生（須附就讀學校校長及該校
所屬堂區教會主任牧師之推薦信）

名額︰
不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可往香港堂（灣仔軒尼詩道卅六號）地下辦事處索
取申請表格，將填妥之申請表格於截止日期前交回香港堂
辦理。（所有１８歲或以下之助學申請人，申請表格必須
有父母之簽署）
如有需要，香港堂將會安排接見助學申請人。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陳登視網膜獎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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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堂助學金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費減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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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資助小學生或中學生的學費

聯絡資料︰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循道衛理大廈9樓
電話：2528 0186
傳真：2866 1879
網址︰www.methodist.org.hk

目的：
鼓勵視障人士和他們的子女努力學習，自強不息，追求卓越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金額：
每年的發放總金額為港幣50,000元，個別獲獎者的獎學金金
額將由評審委員會評定。獎學金須用於充實學習資源和參
與益智的課外活動

申請資格：
1. 申請本計劃的人士須為本會視障會員或視障會員的子女
（包括非居港會員）
2. 申請人須就讀於香港或當地教育部門認可的中、小學或
相等程度課程（由小一至中七或高三）
3. 申請人上一學期學業成績和品行均達優良，並在本學期
繼續進修
4. 申請人的學術及體藝等課外活動獎項及社會服務紀錄也
將列入考慮範圍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填妥並提交「陳登視網膜獎學金申請表」
• 申請表須有諮詢人（如校長、老師、社工、牧師等）填
寫評語
• 提交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包括會員證、殘疾證；如申請
人是視障會員子女，須提交出生證明
• 提交上一學期成績表和課外活動獎項及社會服務證明文
件，以及本學期入讀註冊文件等
• 於每年3月31日或9月30日前將上述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
本會

名額：
10名
聯絡資料：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地址：香港九龍麗閣村麗萱樓101號
電話：2708 9363
電郵：info@retina.org.hk
網址：www.retina.org.hk

目的︰
鼓勵及協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繼續研習數學

（獲准減免學費的同學， 必須在所報讀課程開課日前最少2
個工作天，向本校出示上述全部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實）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秋季培訓課程為例︰由7月23日至8月23日

申請資格︰
1. 新生（首次報讀本校課程）：於就讀學校的數學科成
績，必須連續2年在88 分／A-級或以上
2. 舊生：在本校上兩個季度課程之考試成績良好

金額︰
學費半免或全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者必須填委申請表格，並連同以下文件遞交︰
• 學生過去兩年在校的成績表影印本 （僅適用於新生）；
居所證明：例如「供樓 ／ 租金證明」等
• 所有家庭成員「銀行戶口」影印本（最近1 年的存取紀
錄）； 所有家庭成員入息證明影印本 （公司證明及／或
繳稅證明）
• 如領取綜援，請遞交社署發出的綜援《申請獲准通知
書》
• 其他： 由於申請人情況各異，因此除遞交上述文件外，
申請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同時遞交其他足以反映家庭經濟
狀況的文件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58-560號6樓
電話：2577 1148
傳真：2885 9116
網址︰www.hkmos.org

獎
— 學金計劃

申請日期︰
截止申請日期為每年9月3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樂群康樂會

金額︰
不定

申請資格︰
1. 就讀本港教育局註冊小學一年級至中學七年級學生
2. 最近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優異
3. 未被學校記大過
4. 申請人必須為該會會員或其子女

名額︰
不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自行寫信註明申請「香港樂群康樂會-獎學金計劃」連同成
績表傳真致香港樂群康樂會。所有申請均交由該會之評審
委員會審核，審核結果不得異議。
獲獎結果視乎每年所收申請數量而定，每年10月31日前所有
批出之獲獎學金者，將會收到書面通知。若超逾上述日期
前尚未收到書面通知者，則當作未被接納論。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舊生會獎學金

目的：
嘉許為母校爭光之在校同學，於公開比賽中學科或體藝有
傑出表現者
提供機構或學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申請資格：
所有一至六年級同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1. 公開比賽須有認受性，成績以每學年計算
2. 比賽須為校際、學界（包括友校邀請）、全港、埠際或
國際性比賽；親子比賽不符合資格
3. 由學生及其家長自行提出申請
4. 每年五月至六月中申請，結果七月初公佈及頒獎
5. 計分方法由舊生會委員會決定，申請者不能異議
6. 計分原則如下：
冠軍或同等獎項 (20)
亞軍或同等獎項 (12)
季軍或同等獎項 (8)
優異或良好或同等獎項 (5)
（為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範疇之活動，相同項目只計兩
項。） 個人比賽成績與隊際比賽個別成員得分相同。
同分者如超過名額，獲優先考慮的為參加不同範疇活
動項目較多者，較高年級者及最終可能由委員會以面
試作定奪。

聯絡資料︰
香港樂群康樂會
地址︰九龍油麻地新填地街180號1/F
電話： 2323 9399
傳真： 2324 7133
網址：www.lokkw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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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群康樂會

目的︰
鼓勵該會會員或其子女努力向學，日後作為社會棟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申請日期：
以2009年度為例，申請表將於4月派發
金額︰
價值港幣200元的書券及獎狀
名額：
每年上、下午校各5名
聯絡資料：
聯絡人︰黃志昌（舊生會主席）
地址：香港灣仔譚臣道169號
電郵：webmaster@hrgpsaa.org.hk
網址：www.hrgpsaa.org.hk

陳何偉卿老師獎學金

目的：
獎勵各方面有優異表現之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公會基愛小學

金額：
每名學生可獲港幣300元獎學金

申請資格：
此獎學金設5個獎項：
1. 成績努力進步獎：獎勵學業成績最明顯改進之學生
2. 品行明顯改進獎／最佳品行表現獎：獎勵品行有明顯改
進之學生或品行方面有優異表現之學生
3. 體藝表現傑出獎：獎勵在音樂、體育、視藝三方面有優
異表現之學生
4. 美育才藝傑出獎：獎勵在視藝及才藝（例：朗誦、歌
詠、戲劇、天才表演等）有突出表現的學生
5. 盡心服務熱誠獎：獎勵熱心服務且能盡責完成任務之學
生

名額：
每年全校共10名學生，每個獎項設2名
聯絡資料：
聖公會基愛小學
地址：九龍深水埗廣利道15號
電話：2386 2463
傳真：2387 6695
網址：www.keioi.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各級老師推薦學生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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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資助經濟上需要支援的會友或會友子弟就學

金額︰
每名港幣2,0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博愛潮語浸信會

聯絡資料︰
博愛潮語浸信會
地址︰香港九龍慈雲山毓華里22號嘉喜大廈2至3樓
電話：3605 2084
傳真：2324 6049
電郵︰info@blsbc.org
網址：www.blsbc.org

申請資格︰
1. 是博愛潮語浸信會會友、會友子女、或會友任監護人的
會友親屬
2. 於10/11 年度就讀於教育局註冊學校
3. 於10/11 年度就讀小學一年級至中學預科
4. 於09/10 年年終考試或全年總平均成績全數科目及格，總
操行獲乙等或以上；及經濟上需要支援
申請方法及流程︰
索取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或直接向本會牧師、分堂
傳道索取
• 申請人需填寫申請表一份，未滿18歲者請父母或監謢人
加簽
• 遞交申請表格，請附身份證副本、成績表副本
• 本會將約見申請人，了解需要。（如申請人未滿18歲，需
由家長陪同出席）
• 成功申請者將獲專函通知

新來港學童會員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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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玲姑娘紀念助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目的︰
提供獎學金予就讀小學一年級至中學五年級努力求進並港
定居不足3年學童會員，鼓勵其努力向學，日後作為社會棟
樑
種類︰
分為傑出學業獎、學業進步獎、傑出操行獎、操行進步獎
提供機構或學校︰
宏施慈善基金
申請資格︰
1.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學童會員，來港定居不足3年
2. 就讀本港教育局註冊小學一年級至中學五年級學生
3. 最近一學年學業成績或操行有明顯進步
4. 過往一年未被學校記大過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不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宏施慈善基金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長順街7號西頓中心37樓6室
電話：3605 2084
傳真：8148 3311
電郵︰enquiry@windshieldcharitable.org
網址︰www.windshieldcharitable.org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由服務處會員／會員家長／職員提名服務處學童會員，
經交總幹事加簽；或由學校班主任、科主任及學校社工
提名學童會員，並於提名表內簽署推薦
• 提名人或學生須填寫申請表及帶同有關成績表正副本，
於每年截止日期前交回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鄧
志
成
總
校
長
獎
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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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獎勵在學業、品行有優良表現的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公會基愛小學

金額：
港幣250元

申請資格：
1. 在學業、品行方面表現優良的學生
2. 學生該年參與之比賽／活動及服務表現良好

名額：
每年每級1名，全校共6名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的遴選委員會視乎入選學生之品行及學業成績頒發
。

聯絡資料：
聖公會基愛小學
地址：九龍深水埗廣利道15號
電話：2386 2463
傳真：2387 6695
網址：www.keioi.edu.hk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申請資格：
1.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學生
2. 考獲全年成績全級首三名

金額：
第一名︰港幣500元
第二名︰港幣300元
第三名︰港幣200元
名額：
每級3名，共18名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申請方法及流程：
校方根據學生全年總成績頒發。

聯絡資料：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地址：九龍深水埗興華街西6號
電話：2743 3836
傳真：2743 2026
網址：www.lcps.edu.hk

目的：
於2010年成立，獎勵一批在德、智、體、群、美方面取得良
好成就、家境清貧的小學生，鼓勵其更全面、更健康地成長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2010年11月1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島教育基金

金額：
經校長推薦並獲遴選委員會甄選的獲獎者將獲發獎狀一張
及獎學金港幣1,000 元，而其中首20名獲獎者的獎學金為港
幣1,500元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是在本港就讀，德、智、體、群、美方面取
得良好成就的小學生
2. 獲就讀小學校長的書面推薦
3. 必須親自創作一篇250-300字以《我的榜樣》為題的短文

名額：
每間參與學校可推薦1名學生
（逾170 間學校參與，獲獎150多名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可見於 www.heungto.org
申請表必須連同以下資料及文件郵寄或親自遞交香島教育機
構（不接受傳真報名）︰
• 香港身份證／護照影印本
• 2009-10 年度校內成績表之影印本乙份
• 自2009年9月起所獲取獎狀或證書之副本

聯絡資料：
香島教育基金
地址：九龍又一村桃源街33 號
電話：2779 0182
傳真：2779 0731
聯絡人：周茂珍小姐
電郵：hteol@heungto.edu.hk
網址：www.heungto.org

嚴玉麟獎學金

目的：
獎勵在學業有優良表現的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天水圍官立小學

金額：
港幣200元

申請資格：
學業獎：年總成績最優異
		
*若同分則以全年中、英、數三科總分成績最高。
中文學科獎︰全年中文科成績最優異
英文學科獎︰全年英文科成績最優異
數學學科獎︰全年數學科成績最優異
常識學科獎︰全年常識科成績最優異

名額：
各項每年每級一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學生成績決定獲獎學生。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申請日期：
不定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鄭袁慧珠女士紀念獎學金

目的：
獎勵學術和品行各方面表現出色之學生，藉以鼓勵學生積
極進取，增強自信

聯絡資料：
天水圍官立小學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路8號
電話：2447 4288
傳真：2448 8579
電郵：tswgps@edb.gov.hk
網址：www.tswgps.edu.hk

35

蘋果助學金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蘇浙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目的：
獎學金旨在鼓勵學生勤奮學習，積極上進，助學金旨在協
助經濟困難的學生求學
提供機構或學校：
蘇浙小學
申請資格：
獎學金：該校各年級成績優秀之學生
助學金：該校經濟困難的學生
1. 家庭發生重大經濟變故而確實無力繳交學費的學生
2. 其他特殊情況，經蘇浙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理事會獎助
學金審查委員會提議並獲得蘇浙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理
事會特別通過
申請方法及流程：
獎學金：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根據校方提供的學生成績資
料及班主任推薦意見決定獲得獎學金學生。
助學金：每位學生在校期間只可獲發助學金一次， 總額最
高不超過該學生於該學期的學費總額。

金額：
不定 （根據屆時財政狀況決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蘇浙小學
地址：香港北角清華街30號
電話：2570 4436
傳真：2807 2739
電郵：enquiry@kcs.edu.hk
網址：www.kcs.edu.hk
http://pta.kcs.edu.hk

目的：
為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學業及課外活動上的資助，
扶助學生成長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金額：
不定

申請資格：
1. 申請該年（如2010/11）在港就讀中、小學之學生。由於
蘋果助學金並不與社會福利署發出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重疊， 因此， 綜援家庭學生也可申請， 惟獲批
者必須保留有關開支單據， 以備社會福利署作審查之用
2. 申請人必須為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

名額：
不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可於 www.charity.atnext.com/forms 下載，截止前填妥
及電郵至 adfund@appledaily.com，並寄回已簽署及學校蓋
章之申請表正本、家庭經濟證明文件、上學年期終成績表
或／及公開考試成績單副本等，郵寄至：
香港將軍澳將軍澳工業邨駿盈街8號1樓「蘋果助學金」辦
事處收

﹁讀好書，做好人﹂獎學金

目的：
推廣「讀好書 做好人」精神，幫助家境困難，奮發向上的
大、中、小學生及獎勵性格善良，立志遠大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何萬貫教授
申請資格：
1. 小學，中學，大學均可申請
2. 全級各科總成績第10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根據成績決定得獎同學
申請日期：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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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全年接受申請

聯絡資料：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地址：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盈街8號1樓
電話：2990 8688
傳真：3711 2477
電郵：applefund@appledaily.com
網址：http://charity.appledaily.com.hk

金額：
每位同學約獲得港幣50元至200元
名額：
不定 （若在同一級有兩位或以上考獲第10名，學校可決定
由他們平均獲得該筆獎學金，或只選取一位獲獎者）
聯絡資料：
聯絡人：何萬貫
地址：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電話：2609 6951 （辦公室）
網址：www.hk-poster.com/chinese
註︰
1. 獲得獎學金者，請以「讀好書做好人」為題撰文一篇，
以此自勉。（此文將上載於www.hk-poster.com/chinese ，
或會出版）
2. 他日學成，獲得獎學金者毋忘照顧有家境困難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