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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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獎學金及證書，其中30名得獎學生將獲挑選參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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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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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A室
電話：2553 0331
傳真：2553 4886
電郵：chf@childheart.org.hk
網址：www.childheart.org.hk

AFS Scholarship
﹁香港嘉吉獎學金計劃﹂
AFS

38

目的：
為本地青少年提供全面且深入的國際交流機會，在語言、
學業、生活與文化層面上促進交流學習，提昇作為國際公
民的質素
提供機構或學校：
AFS 國際文化交流
申請資格：
1. 15至18歲
2. 已獲選為AFS 《一年海外交流計劃》的參加者
3. 家庭經濟有困難 （需提供充足證明文件）
4. 對海外文化交流有濃厚興趣
5. 過去3年學業成績良好 （需提交成績副本）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人需參加AFS《一年海外交流計劃》，通過甄選並獲
取錄為交流生
• 如欲申請AFS 獎助金，申請人需以書面提出申請，並連
同有關證明文件遞交
• 申請人及其家庭將獲邀面試或家訪，通過審批程序方可
獲得資助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金額︰
按照不同個案和前往交流的國家而決定資助金額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之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AFS 國際文化交流香港辦事處
電話︰2802 0383
傳真︰2802 4181
電郵：info-hongkong@afs.org
網址︰www.afs.org.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農產品獎學基金及海魚獎學基金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須為本港任何一間全日制中學的中四至中七學生
2. 申請人須擁有香港居留權，或在課程開始前已在本港合法
居住連續三年。 申請人的家庭背景，必須與本港農業／
農產品統銷業／海漁業／海魚統銷業有直接關係

名額︰
視乎當時可用的款項及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農產品獎學基金及海魚獎學基金顧問委員會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5樓
漁農自然護理總署
電話︰ 2150 6698
網址︰www.sfaa.gov.hk
www.afcd.gov.hk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為現正任職於本港漁農業人士和有志晉身漁農業的人士及他
們的家屬提供資助

申請方法及流程︰
在接受申請期間向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5 樓
漁農自然護理署總部接待處及其他指定派發中心索取表格。

高中教育獎
—

金額︰
津貼額視乎當時可用的款項及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閩光書院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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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獎學基金及海魚獎學基金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Scholarships-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wards

Amoy College Scholarship
目的︰
推動積極勤奮向學，以力求上進為光榮的風尚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閩光書院

金額︰
學業成績全班第一︰每期港幣500元
學業成績全班第二︰每期港幣300元
學業成績全班第三︰每期港幣200元

獲獎資格︰
1. 學生全學年的學業成績達到全班第一、二、三名，當其
升讀該校高一級時，可獲得獎學金；獎學金以每期計
2. 學生於領取獎學金期間，如被累積記一小過，奬學金則
會被自動中止
3. 成績及操行標準︰所有獲獎學生的體育成績必須合格（
特殊情況例外）及操行達B+或以上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學生成績決定獲獎學生。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閩光書院
地址︰土瓜灣天光道14號
電話︰2711 4360 / 2711 2463
傳真︰2714 0635
網址︰www.amoycollege.edu.hk

香港紅十字會青少年會員資助計劃

Assistance Scheme for Junior/Youth Members of Hong Kong Re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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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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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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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理中六優異生獎助學金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Beacon College- F.6 Outstanding Student Scholarship
目的：
嘉許有傑出成績的學生，並鼓勵學生為自己所定目標奮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遵理學校
申請資格：
遵理日校學生 （報讀中六日校課程）
申請方法及流程：
入學申請時將會獲有關方面通知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會考19分或以上─津貼額：
文商科：港幣29,800元（即只須繳交一期學費：港幣2,980
元）
理科：港幣35,200元（即只須繳交一期學費：港幣3,520元）

會考18分─津貼額︰
文商科：港幣26,820元（即只須繳交兩期學費：港幣2,980
元x 2）
理科：港幣31,680元（即只須繳交一期學費：港幣3,520元
x 2）
如此類推。
名額：
100名，先到先得
聯絡資料：
遵理學校（日校）
地址︰九龍彌敦道585-567號銀座廣場1樓至5樓及7樓
電話︰2474 4267
傳真︰2478 9608
電郵︰beacon@beacon.com.hk
網址︰www.beacon.com.hk

BHJS Alumni Scholarship Fund
目的：
獎勵成績優異學生

金額：
港幣5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校友會

名額︰
1名

申請資格：
成績最好之中六級文科生

聯絡資料︰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校友會
地址：九龍九龍塘牛津道2C號
電話：2336 3034
電郵：bhjs@email.bhjs.edu.hk
網址︰www.bhjsalumni.com

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生可自行向學校申請
申請日期：
不定

Bosworth Independent College Tuition Scholarship
種類︰
專為香港學生而設，提供予GCSE（詳寫作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即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住宿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Bosworth Independent College
申請資格：
1. 年齡下限︰14歲
2. 完成或將完成香港中三級課程
3. 學校紀錄良好（尤其是學業方面）
4. 申請人將被要求進行英文及數學測試
申請方法及流程：
詳情請向該校查詢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獎學金為每年3,400英鎊，即在為期2年的GCSE課程中，
免除申請人25%的學費。 （年費包括學費、住宿費及膳食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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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
1名
聯絡資料：
Bosworth Independent College
地址︰
Nazareth House, Barrack Road, Northampton,
NN2 6AF, United Kingdom
Front Office
電話︰44 (0) 1604 239995
電郵︰44 (0) 1604 239996
Admissions and Marketing Office
電話：44 (0) 1604 235090
電郵：info@bosworthcollege.com
網址：www.britishcouncil.org
www.bosworthcollege.com
附註︰
不守校規者將被取消獎學金得獎資格。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佛教大光中學
申請資格︰
符合資格的佛教大光中學學生
獎學金名稱、名額及金額︰
A. 佛化教育
1. 釋慈祥獎學金：中一至中三共2名，中四至中七共5
名，每名金額為港幣250元
2. 佛化教育金獎（初組）：中一至中三共2名，每名港
幣250元
3. 佛化教育獎（高組）：，中四至中七共5名，每名港
幣250元
B. 德育
香港福智基金會觀功念恩獎學金：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共4名
高級組，中四至中七共10名
每名金額為港幣500元
C. 智育
1. 黎燦獎學金第一、二、三名：中一至中三級共9名，
每級第一名港幣300元，第二名港幣200元，第三名港
幣100元
2. 黎燦獎學金：中四級及中六級︰各14名，每名港幣
300元
3. 釋永常獎學金：中五級及中七級：各14名，每名港幣
250元

D. 體育
1. 釋慈祥獎學金-團體體育獎：名額為兩隊，各獎1,000
元
2.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個人體育獎：6名，每名港幣
200元
E. 群育
1. 釋慈祥獎學金-團體群育獎：名額為兩隊，各獎1,000元
2.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個人群育獎︰初級組，中一至
中三共1名，每名港幣200元。 高級組，中四至中七共3
名，每名港幣200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鼓勵同學積極學習，發揮個人所長

F. 美育
1.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美育獎（初組）：中一至中三
共3名，每名港幣200元
2. 釋慈祥獎學金-美育獎（高組）：中四至中七共3名，
每名港幣250元
G. 啟發潛能
虞雅琴獎學金啟發潛能獎：中一至中七級共17名，每名
港幣250元

迦密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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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光中學獎學金

Buddhist Tai Kwong Middle School Scholarships

申請方法及流程︰
校方根據學生的佛學成績及德、智、體、群、美育等方面
的表現頒發獎學金。
申請日期︰
不定
聯絡資料︰
佛教大光中學
地址：新界大埔錦山178號
電話︰2656 7446
傳真︰2652 0256
電郵︰admin@taikwong.edu.hk
網址：www.taikwong.edu.hk

Carmel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高考／會考成績優異學生

金額︰
高考及會考︰每年港幣1,0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迦密中學校友會

名額︰
高考及會考最多各兩名

申請資格︰
1. 迦密中學中五級中七級學生
2. 在高考及會考考獲優異成績的首名或首兩名學生

聯絡資料︰
迦密中學
地址：九龍何文田忠孝街55號
電話：2714 9385
傳真：2762 0275
網址：www.carmelss.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高考及會考成績提名及頒發獎項。
申請日期︰
不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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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全完中學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CCC Chuen Yuen College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的遴選委員會視乎入選學生之學業成績頒發

提供機構或學校︰
中華基督教全完中學校友會

金額︰
視乎獎學金款額而定

申請資格︰
中華基督教全完中學學生

名額︰
不定

獎學金／助學金名、申請資格、名額︰
•張浩輝獎學金 （全級首名）
•宋榮耀獎學金 （全級首名）
•黎潔冰獎學金 （全級2， 3名）
•校友會會長獎學金 （英文科首名）
•李錫源副校長獎學金 （英文科首名）
•顧增海獎學金 （中文科首名）
•梁錦輝獎學金 （數學科首名）
•馮永權獎學金 （數學科首名）
•傅主近獎學金 （數學科首名）
•宋榮耀獎學金 （數學科首名）
•區長明獎學金 （電腦科首名）
•黃永鴻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首名）
•王啟超獎學金 （物理科首名）
•李志強獎學金 （化學科首名）
•趙鎮強獎學金 （生物科首名）
•盧秀玲獎學金 （中史科首名）
•何翰庭獎學金 （中史科首名）
•李錫源副校長獎學金 （世界歷史科首名）
•馬珮華獎學金 （地理科首名）
•胡婉菁獎學金 （地理科首名）
•劉志權獎學金 （通識教育科首名）
•梁耀堅獎學金 （中國文學科首名）
•梁耀堅獎學金 （經濟科首名）
•劉振江獎學金 （企業概論科首名）
•潘國豪獎學金 （會計學原理科首名）
•李錫源副校長獎學金 （商業科首名）
•黎浩銘獎學金 （綜合人文科首名）
•梁碧茜、顏敏獎學金 （音樂科首名）
•1973年中五文科班校友獎學金 （普通話科首名）
•張家旺、張家偉獎學金 （體育科首名）
•1991年中五文科班校友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首名）
•1991年中五文科班校友獎學金 （家政、工藝科首名）
•章蕾獎學金 （專題研習首名）
•文嘉輝進步獎學金 （中一、中二各五名）
•爾容進步獎學金 （中三、中四各五名）

聯絡資料︰
中華基督教全完中學
地址︰新界葵涌村上角街15號
電話︰2420 5050
傳真︰2484 1431
電郵︰cyc@chuenyuen.edu.hk
網址：www. chuenyuen.edu.hk

蔡章閣基金獎學金

Choi Cheung Kok Foundation Scholarship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目的：
表揚廠商會蔡章閣中學品學兼優的傑出學生；並鼓勵該校
中五畢業生原校修讀中六預科課程；獎勵有志升讀預科及
品學兼優學生選讀該校
提供機構或學校：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申請資格：
1. 首次申請者必須為應屆中五或中六年級學生及在廠商會
蔡章閣中學修讀預科班
2. 在學期間，成績及操行紀錄保持優良等級。若獲獎學生
日後的成績或操行未達最低要求，基金可停止發放獎學
金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格並在指定日期前交回該校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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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7月尾至8月
金額︰
每位得獎學生每年最高可獲港幣3,000元
名額：
4個
聯絡資料：
地址：屯門青海圍1號
電話：2452 0681
傳真：2458 9083
電郵：info@cmacck.edu.hk
網址：www.cmacck.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目的：
供在學業、領導、服務、運動、藝術各方面表現優異的同
學申請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的獎學金委員會視乎入選學生之品行及學業成績等
頒發

提供機構或學校 ：
張振興伉儷書院

申請日期 ：
不適用

申請資格 ：

聯絡資料 ：
張振興伉儷書院
地址：香港柴灣祥民道12號
電話：2556 6081
傳真：2898 4494
電郵：cgh-mail@hkedcity.net
網址：http://cghcweb.cghc.edu.hk/schoolsite

獎學金名稱（及名額） 及獲獎資格及金額︰
蔡垂基校友獎學金 （5名）
考獲中一至中三全級第一名及中四級文組、理組第一名的
同學，每名港幣500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張振興伉儷書院獎學金

Chong Gene Hang College’s Scholarship

何江顯校長獎學金 （7名）
考獲各級中文科第一名的同學，每名港幣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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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興伉儷書院舊生會羅倫修士獎學金 （7名）
考獲各級英文科第一名的同學，每名港幣300元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7名）
考獲中一至中五級數學科第一名的同學，每名港幣300元
關祺老師獎學金 （不定）
1. 每年表現最佳的童軍，每名港幣300元
2. 每年表現最佳的長跑隊隊員，每名港幣300元
Brendan Fund - Golden Crest （中一至中三級各1名，中四及
中六級各2名，共7名）
學業成績優異，每名港幣500元

城市當代舞蹈團｜舞蹈培訓獎學金計劃

City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Dance Training Scholarship Scheme
目的：
專為中學生而設，銳意培育未來舞者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舞蹈中心

金額：
不適用

申請資格：
1. 13至18歲全日制中一或以上學生
2. 喜歡跳舞並已曾接受訓練
3. 樂於嘗試及接受深化技巧及即興訓練
4. 能準時出席，認真及投入課堂
5. 願意跟別人合作並且不會無故缺席

名額：
遴選：約40名
入選：約20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透過每年9月初舉行之遴選，挑選曾參與《學校現代舞培訓
計劃》或 有舞蹈經驗之優秀學員，接受為期10個月的免費
高級表演訓練。

聯絡資料：
城市當代舞蹈團
地址：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10號地下
電話：2328 9205
聯絡人：鄺小姐
聯絡人電話：2726 9022
電郵：de@ccdc.com.hk
網址：www.ccdc.com.hk

以2010年為例：
有意參加遴選試者需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學生證副本於2010
年9月6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前郵寄或交回CCDC舞蹈中
心，或傳真至2326 0220 / 2242 2363。
遴選分組名單於9月10日以電郵通知參加者。入選名單將於9
月21日於該團網頁公佈，入選學員將獲個別電郵通知。

43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Concordia International School Scholarships
目的︰
獎勵在學業有優良表現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協同國際學校
申請資格︰
1. 成績達標的協同國際學校學生
2. 學術成績（SAT I）：
在一月的SAT I 測試（數學，批判性閱讀和寫作）裏奪得
最高總分之六月畢業的學生
校內學術成績：
• 在英文、數學、社會研究及科學此四個核心科目中，取
得校內最高總平均分
• 最高的在校學業成績平均在4個核心科目，英語，數學，
社會研究和科學
領導才能 ／服務獎：
此獎學金給予對學校作出貢獻，並有領導才能的同學。得
獎學生由六月份的畢業生及全體老師選出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 ｜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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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國際學校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方法及流程︰
每個學生只可獲得一項獎學金
獎學金之申請及決策，一切以該校的最終決定為準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港幣3,000至5,000元不等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協同國際學校
地址：九龍又一村海棠路68號
電話：2789 9890 / 2397 6576
傳真：2392 8820
網址：www.cihs.edu.hk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Credit Union Scholarship
目的：
向經家庭入息審查評為有經濟上需要而在指定院校就讀全
日制課程的學生，提供生活津貼

申請日期：
以2010年度為例︰
香港中學會考／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公布後兩個月之內

提供機構或學校：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

金額：
5*及5=「A」級 ， 港幣400元
4=「B」級 ， 港幣300元
3=「C」級 ， 港幣200元

申請資格：
1.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社員或其子女
2. 加入互助社至少一年
3. 在互助社指定之公開試任何一科成績達「C」級或以上
4. 成績公布前的一年有無間斷儲蓄的良好紀錄
5. 成績公布前的一年每月儲蓄額不少於港幣500元
6. 成績公布前的一年還款紀錄良好（如有借貸）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可於 www.csdcu.org.hk 下載或向院所聯絡主任及秘書
處索取
• 申請表須於考試成績公布後的兩個月內送交本社
• 須提交考試成績證明
• 須提交社員與學童的關係證明
• 逾期申請概不受理
• 如填報資料失實，申請將告作廢
• 申請人可向董事會提出上訴反對審批結果，唯董事會的
裁決乃最終決定
• 獎項會於每年社員周年聚餐中頒發

名額：
每年不同
聯絡資料：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12號灣仔政府大樓低層地庫
電話：2511 7811
傳真：2802 4349
電郵：info@csdcu.org.hk
網址：www.csdcu.org.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種類：
•學術
•田徑
•演藝 — 舞蹈
•演藝 — 戲劇
•演藝 — 音樂
•視覺藝術
提供機構或學校︰
智新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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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遞交申請表格及推薦書
• 學生進行入學評估
• 學生進行面試／ 聆聽測試／ 展示作品集
• 取得入學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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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獎勵在學業有優良表現的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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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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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新書院獎學金計劃

Discovery College Scholarship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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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夏恩醫生紀念獎學金

Dr.Cheng Ha Yan Memorial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就讀海內外各大專院校醫科、牙科或護理科的校友或
在社會服務方面有出色表現的該校同學，以表揚他們服務
社會的無私精神
提供機構或學校︰
沙田官立中學
申請資格︰
1. 在本港及或海外修讀醫科、牙科或護理科的校友
2. 有傑出社會服務紀錄的該校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 有興趣申請此獎學金的校友及同學可在校務處索取申請
表格，或在學校網頁 www.stgss.edu.hk 下載表格，填妥所
需資料後，交回或郵寄校務處辦理
• 遞交提名表格時，須附上有關證明文件的影印本
• 初選日期為 2010年10月8日 至 10月15日，而被列入決選
名單的候選人可能獲邀參加在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舉行的
甄選面試
• 頒獎典禮將於該校十二月的畢業典禮同時進行

申請日期︰
2010年9月21日至10月8日
金額︰
每名港幣5,000元
名額：
3名
聯絡資料︰
沙田官立中學
地址︰沙田文禮路 11-17 號
電話：2691 4744
傳真：2609 1456
聯絡人：江碧芝老師
電郵：genoff@stgss.edu.hk
網址：www.stg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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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學金

46

Dragon Culture Scholarship
目的︰
「龍的文化薪火相傳計劃」鼓勵在生活習慣、理念、人生
目標、課餘活動、運動、音樂、藝術、操行品德及學業等
等不同領域發展良好的中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龍的文化基金獎學金
申請資格︰
（以下兩間為試行學校，未來將會有其他學校參與）
1.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學生︰有良好學術表現或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美術、戲劇、 體育、或音樂方面）
2. 藍田聖保祿中學學生︰在學業上、課外活動方面或者社
會服務範疇有傑出表現
申請方法及流程︰
經筆試、面試及小組討論，選出金、銀、銅獎學金的得獎
學生

學業、體育、設計及資訊科技入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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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文化基金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根據不同學生的表現和個別情況評估後而定。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以2009年度為例，每位同學各獲獎
學金港幣1,000元 。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龍的文化基金獎學金
地址︰香港荷里活道231號地下
電話︰2545 8098
傳真︰2541 1488
電郵︰dragonculture10@gmail.com
網址：www.dragonculture.com.hk

Entrance Scholarships for Outstanding Attainment in Academic Study( Sports) Art and Design for all Forms
目的︰
獎勵在學業、體育、設計及資訊科技方面有優良表現的學
生，以鼓勵優秀學生入學
提供機構或學校︰
林大輝中學
申請資格︰
1. 凡品學兼優或在校外體育、設計及資訊科技比賽中獲獎
者
2. 在舊校全年成績考獲全級頭十名以內而該級人數達八十
人或以上
3. 在入學之前之一學年在全港 ／ 國內 ／ 國際主要賽事中
奪取三甲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學生成績決定獲獎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最高可獲頒發相等於一年學費的獎學金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林大輝中學
地址：新界沙田銀城街25號
電話：2786 1990
傳真：2786 9617
電郵：enquiry@ltfc.edu.hk
網址：www.lt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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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一、二、三名分別為港幣1,200元、800元及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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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中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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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Good Hope School Scholarships

提供機構或學校：
德望學校
A. 由德望學校提供的 （校內公開申請）
1. Debbie Leung’s Scholarship
申請資格︰經濟上有需要及具應變能力
名額︰不定
金額︰每名港幣1,500元
2. Janet Scholarship
申請資格︰該校中一至中七學生，需要經濟上的援助，學業成
績優異
名額︰2名
金額︰每名港幣1,500元
3. Mrs Madeleine Wong Scholarship
申請資格︰該校中一至中七學生，校內服務紀錄良好
名額︰5名
金額︰不定
4. Mark & Elaine Chan Scholarship
申請資格︰該校中一至中七學生，最佳進步、沒有遲到紀錄及
出席率良好
名額︰不定
金額︰每年港幣3,000元，由得獎者均分
5. Martin Y. Lam Award
申請資格︰該校中一至中七學生，來自單親家庭及具應變能力
名額︰1名
金額︰每名1,500元
6. The Laura Burchill Award
申請資格︰該校中一至中七學生，需要經濟上的援助，學業成
績優異
名額︰2名
金額︰每名每年港幣3,000元

B. 由德望學校提供的（由老師或學校提名）
1. Helen Yung’s Award
提名資格︰音樂鑑賞能力有很大進步
名額︰3名
金額︰每名每年港幣1,000元
2. Martin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
獲獎資格︰
1. 該校中一至中七的音樂學生
2. 全年成績良好
3. 比賽成績良好
4. 考試成績良好
5. 對學校有貢獻
6. 被老師提名
名額︰2名
金額︰每名每年港幣1,000元（現金獎）
3. Sister Mary Olga Lam, MIC Scholarship
提名資格︰能體現MIC charisma 之喜悅、感恩，創造力以及變
通能力
名額︰不定
金額︰每名每年港幣1,000元

6. Scholarship for Elitist Athletes
種類︰學費減免的一部分，以全年計算
申請資格︰其選擇運動項目達到標準的學生，學生操行必須達
B或以上
名額︰不定
金額︰得獎者將獲得不同程度的學費減免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種類︰
A. 由德望學校提供的 （校內公開申請）
B. 由德望學校提供的 （由老師或學校提名）

5. Music Scholarship
種類︰分為「全獎學金」及「半獎學金」
獲獎資格︰有考獲樂器八級或以上之學生，在香港校際音樂節
或其他公開比賽中獲得傑出成績者
名額︰不定
金額︰不定

7. Most for Prominent Athletes
種類︰學費減免的一部分，以全年計算
獲獎資格︰傑出的運動員，並獲體育主任提名
名額︰約5名
金額︰得獎者將獲得不同程度的學費減免，最高可獲學費半免
8. Most Improved Award
獲獎資格︰每級的最佳進步生，學生操行必須達B或以上
名額︰ 7名
金額︰港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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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獎勵在學業上傑出學生

9. Young Hopers for the Future Scholarship
種類︰「全獎學金」，獎學金將連續發放兩年
獲獎資格︰
1. 香港會考成績︰宗教C或以上，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4級或以
上（法文則B或以上）; 其餘三科總分達15分或以上
2. 校內試︰中四及中五時成績在全級前15%
3. 中五時操行達B+以上
4. 積極參與校內活動
名額︰ 3名
金額︰港幣1,000元
10. Academic Scholarship
中一級︰10個「半獎學金」
中二至中五︰每級2個「全獎學金」，得獎者為取得全年第一
及二名之學生
中二至中五︰每級6個「半獎學金」，得獎者為取得全年第三
及八名之學生
中六︰6個「全獎學金」 （文理科各3名），得獎者為會考中取
得五科23分或以上的學生，中四及中五時校內成績在
全級前25%，中五時操行達B+以上
中六︰6個「半獎學金」 （文理科各3名），得獎者為會考中取
得五科18分或以上的學生，中四及中五時校內成績在全
級前50%，中五時操行達B+以上
中七︰6個「全獎學金」 （文理科各3名），得獎者為取得全年
第一及三名之學生
中七︰6個「半獎學金」 （文理科各3名），得獎者為取得全年
第四及六名之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見於 www.ghs.edu.hk 學生須填妥申請表格並交到校務
處，注意每申請一個獎學金須獨立提交一份申請表
聯絡資料：
德望學校
地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303號
電話：2321 0250
傳真：2324 8242
電郵：goodhope@ghs.edu.hk
網址：www.ghs.edu.hk
附註︰
1.
除特殊情況外，所有申請者的操行必須達B+或以上
2.
如申請者同時獲B項第7及8項獎學金，則只獲頒金額較高的
一個

4. Service Scholarship
獲獎資格︰曾為學校服務
名額︰不定
金額︰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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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大
學
預
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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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目的︰
資助經家庭入息審查評定為有經濟上的需要，而目前在教
育局認可的中學修讀全日制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課程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申請資格︰
1. 香港居民
2. 就讀教育局認可全日制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預科課程
3. 經入息審查為有經濟需要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學生資助辦事處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1217室
電話：2150 6110 / 2150 6109
網址︰www.sfaa.gov.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向就讀學校索取申請表，經校長交回學生資助辦事處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 Grantham Maintenance Grants
目的︰
向經家庭入息審查評為有經濟上需要而在指定院校就讀全
日制課程的學生，提供生活津貼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
由2010年7月2日至2010年9月3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

金額︰
津貼額視乎當時可用的款項及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申請資格︰
就讀以下其中一間院校而需經濟援助的全日制學生，均可
申請︰
1. 教育局認可中學（中四／高中一至中七） 之日間課程；
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以下部份課程 （合乎申請資格的課程
名稱及編號詳見葛量洪生活津貼申請指引）：
a. 中三以上程度課程：中專教育文憑
b. 中五以上程度課程：基礎文憑

名額︰
視乎當時可用的款項及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葛量洪獎學基金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34樓
電話：3718 6830
網址：www.sfaa.gov.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學生可向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34樓葛量洪
獎學基金委 員會索取，或從以下網址下載申請表格及申
請指引︰www.sfaa.gov.hk
• 填妥的表格必須經申請學生就讀學校的校長／學系主任
交回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
• 委員會作出決定後，會把獲批之津貼以直接轉帳形式過
戶至有關學校／院校，再由校方／院方協助發放津貼款
項給申請獲批准的學生

可風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Ho Fung College Alumna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藉以表彰在課外活動、公益事務、藝術體育，以及學業成
績四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可風學弟妹
提供機構或學校：
可風中學校友會
申請資格：
1. 就讀於可風中學的中一至中七學生
2. 在課外活動、公益事務、藝術體育，以及學業成績四方
面有傑出表現
申請方法及流程：
• 有興趣申請該獎學金的同學，可於可風中學網站或該會
網站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請將表格於截止申請日期以
前送交梁小慧老師
• 評審程序分作兩個階段，評審委員會於第一階段將根據
申請人就課外活動、公益事務、藝術體育，以及學業成
績等各方面的表現 作出評審，從中甄選出表現較佳者進
入第二階段的評審，所有進入第二階段的申請者將獲邀
出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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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的申請款項而定

申請日期︰
7月至9月尾

葛量洪獎學基金 ｜ 葛量洪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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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Matriculation Maintenance Grants (GMMG)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每名港幣1,500元
名額：
共4個
聯絡資料：
可風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地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448號
電話：2425 3563
傳真：3515 5486
電郵：hfcaa.enews@gmail.com
網址：http://alumni.hofung.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申請資格︰
凡該校學生，如不幸遇上特別事故，引致經濟困難，均可
到校務處索取申請表格。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填寫表格後，交還校務處，由校長審核及批准
• 校務處發出支票或現金，交由受助學生，轉交家長簽收
• 同一受助學生，可以逐年申請，校務處同樣受理，每年
12月1日前辦理

申請日期：
每年9月至12月1日前
金額︰
每名港幣2,000元
名額︰
每年2名，餘額撥後派發；如當年超額申請，則酌情處理，
或先到先得，或經校長取捨，全權決定，直至派出全部捐
款為止。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幫助家境突然發生事故，經濟困難的學生，希望藉此鼓勵
困境振作，勿放棄學業；且表達人間有情，分享感受關懷
的溫暖

聯絡資料：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地址：九龍深水埗石硤尾偉智街3號
電話： 2779 3220
電郵：htc@school.net.hk
網址： www.ht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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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陳加先生助學金

Holy Trinity College-Mr Chan Ka Grants

Hong Kong Academy Scholarship and Financial Aid
目的：
為希望在國際學校長期就讀，但經濟有困難的家庭而設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申請資格：
A. 申請資格
1. 香港永久性居民
2. 現藉學生或將入讀該校6至11年級（相當於中一至中
六）新生
3. 符合該校的入學條件，並達到一定的英語水平
4. 認同該校的教育理念
5. 學生需為其強項、潛能或學術成績、藝術才能提供證
明，又或能展示社區服務紀錄
6. 申請學生須符合財政援助的資格
B. 個人品格
1. 持開放態度，樂意面對探究式教育的挑戰
2. 對世界萬物抱有好奇心，留意國際時事並思考解決
方案
3. 在行為及學習方面有自我原則，並能不時自我反思
4. 熱心助人，樂於參與社區服務
5. 尊重他人的價值觀及信仰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直接於香港學堂國際學校索取。或聯絡入
學申請主任Ms Sarah Baur ，以郵寄方式取得申請表格。
以2010-11學年為例，申請者須於2011年4月28日前將申請表
格連同推薦書等所需文件遞交。候選申請者於2011年5月獲
發通知及面試須知。
申請日期：
以2011-12學年為例，截止日期為2011年4月28日
金額：
學費半免或學費全免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西環堅尼地城加惠尼道12號
電話︰2655 1112
傳真︰2891 4463
電郵︰admissions@hkacademy.edu.hk
聯絡人︰Ms Sarah Baur （入學申請主任）
聯絡人電話︰2655 1112
聯絡人電郵︰sarah.baur@hkacademy.edu.hk
網址︰www.hkacademy.edu.hk

香港政府華員會會員子女獎學金

Hong Kong Chinese Civil Servant’s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會員子女勤奮向學砥礪品德，爭取優異成績。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政府華員會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為合資格會員，具連續3年或以上之會齡
2. 申請人子女必須為參加由考評局舉辦的應屆中五會考考
生，而總成績以最佳之8科計算而達30分或以上者
申請方法及流程︰
截止日期前，攜同其子女的會考成績表，出生證明書副本
到九龍衛理道8號會所辦事處登記及填寫申請表。

金額︰
第一至五名可獲港幣800元
第六至十名可獲港幣500元
第十一名至十五名可獲港幣300元
名額：
15名
聯絡資料︰
香港政府華員會
地址：九龍京士柏衛理道8號華員會會所
電話：2300 1066
傳真：2771 1139
電郵：info@hkccsa.org
網址：www.hkccsa.org

申請日期︰
2010年的截止申請日期為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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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Road Safety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學校隊伍獎學金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交通安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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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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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郵寄或派員遞交香港掃桿埔大球場徑2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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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學業獎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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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日期：
以2009年為例︰
由2009年4月6日至 2009年5月22日
金額︰
每名港幣500元
名額：
每間學校可推薦不多於2名學生隊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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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T.M.CBest
BestAcademic
AcademicAchievement
AchievementScholarship
Scholarship
I.K.T.M.C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

金額︰
每名港幣4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名額︰
每級1名

申請資格：
學年成績平均分最高者

聯絡資料︰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翠灣街22號
電話：2570 9066
傳真：2887 3164
電郵：iktmc@islam.org.hk
網址：www.iktmc.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的遴選委員會視乎入選學生之學業成績頒發。
申請日期：
不定

ICHK Academic Scholarship
目的：
吸引優異學生入讀該校
提供機構或學校：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申請資格：
1. 必須為香港居民及擁有學生簽證，且現時不是就讀於
ICHK， HLYIS， JIS（日本國際學校） 或 KIS（韓國國
際學校）
2. 香港全日制學生
3. 學習成績優異，或在體育、藝術、戲劇或數碼媒體／電
影的範疇上有突出表現
4. 英語能力達標（通過寫作及口試）
5. 喜歡主動與人接觸，具領導能力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填妥適當的申請表格，連同必須文件一併遞交
• 申請者將獲邀參加面試及統一測試
• 如申請者通過程序二，將獲邀參與第二輪面試， 申請者
須提供其作品集，及就其選擇範疇作出自 我介紹或即
席表演。若申請多於一個範疇的獎學 金，將由獎學金評
審團面試
申請日期：
2011-12年度的截止申請日期為201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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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學費全免，如得獎者能保持優異成績及通過每年審核，則
可每年獲發獎學金直至畢業
名額：
共5名：7，8，9年級共2名，10年級3名
聯絡資料：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香港新界沙頭角公路60號
電話：2655 9018
傳真：2655 9788
電郵：info@ichk.edu.hk
網址：www.ichk.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申請資格：
在過去一年內在「非學術」項目包括如領導才能、藝術、
體育、社會服務等上有傑出表現的該校同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表格可在學校網頁下載或向郭鳳珊老師索取
• 同學需先填妥申請表格及獲兩位推薦人（老師及同學各
一）填寫推薦表格，並在截止申請日期前將有關表格交
回校務處
• 名單收集後，將交由遴選委員會根據被提名同學的服務
紀錄、個人領導才能、素質及過人成就評審
• 獲選入圍之學生將另函通知面試

申請日期：
5月3日至 6月7日
金額：
港幣500元
名額︰
初級組 （中一至中三）︰4名
高級組 （中四至中七）︰4名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表揚於「非學術」項目上取得卓越表現的同學，以鼓勵同
學在探求知識、發展個人潛能及品格各方面，保持平衡的
發展

聯絡資料：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地址：沙田新界乙明村
電話：2647 1358
傳真：2647 9606
電郵：alu@ihmc.edu.hk
網址：www.ihmc.edu.hk

綠色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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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無玷聖心書院校友會獎學金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ollege Alumni Scholarship

INK-HK Education Fund
目的：
為本港有短暫經濟困難家庭的中小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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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中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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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立書院助學金計劃

ISF Financial Aid Program
目的︰
鼓勵真正有需要財政援助的學生加入該校
提供機構或學校︰
智立教育基金
申請資格︰
助學金將根據申請學生的財政需要而發放。弘立書院助學
金委員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見於 www.isf.edu.hk/tchi/admissions_fin.html
1. 助學金之申請人必須為學生家長或其合法監護人
2. 每個家庭只須遞交一份申請表。即使有超過一名子女就
讀該校，也無須個別遞交申請
3. 填妥之申請表格須連同證明文件郵寄至弘立書院
4. 新生遷交之助學金申請表格必須連同由招生部發出的錄
取函副本一併遞交
5. 如有需要，將對申請人進行家訪或面談。遲交的申請表
會被接納，但有可能趕不上在所申請的學年生效
申請日期︰
不適用

金額︰
學費︰將視乎申請者的家庭收入狀況而作出不同程度的學
費減免，由20%至100%不等
建校費︰所有入讀弘立的學生均須支付建校費。成功申請
助學金而選擇逐年支付的家長可獲得相應減免年付建校費
雜費及其他費用︰獲得助學金之人士不會自動獲得其他費
用之減免，例如書簿文具年費、課外活動費用、海外旅遊
費用、露營費用，或學生發展計劃之費用。如需額外資助
者必須在申請表上註明。助學金委員會在評審過程中會考
慮這些費用是否獲得減免
獲得助學金者一旦家庭財政狀況得到改善，有責任即時告
知本校。弘立書院也會定期複檢每個獲資助家庭的財政狀
況，以決定是否繼續給予財政援助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聯絡資料︰
弘立書院中學部
地址︰香港薄扶林鋼綫灣道1號
電話︰2202 2031
傳真︰2235 4399
電郵︰secondary@isf.edu.hk
網址︰www.is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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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Wong Memorial Scholarships
目的：
鼓勵學生作「全人」發展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芳濟各書院

金額：
中一至中三級：港幣2,000元，及紀念獎座一個
中四至中七級各：港幣5,000元，及紀念獎座一個

提名資格：
1. 被提名學生須於學業、操行、課外活動及服務方面有卓
越的表現
2. 考獲全級10名以內
3. 操行B級或以上
提名程序：
由電腦抽出合資格學生的資料作評分，包括學業成績、體
育／課外活動及校外獎項及服務時數。每級被提名學生將
按其得分排列推薦次序，並於教職員會議中通過。如有同
事反對首位提名學生則由第二名補上，如此類推。

韓國國際學校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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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林紀念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名額：
每級1名 （共7名）
聯絡資料：
聖芳濟各書院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欣盛里1號
電話：2677 9702 / 2677 9709
傳真：2677 9759 / 2677 9725
電郵：principal@sfac.edu.hk
網址：www.sfac.edu.hk

Korean International School – Full-Tuition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得獎者保持佳績，當個好市民，好領袖

申請日期︰
每年3月31日截止申請

提供機構或學校︰
韓國國際學校

金額︰
得獎者最多可獲獎學金港幣80,000元

申請資格︰
1. 香港所有學校7至11年級（中一至中五）的學生
2. 學習成績優異，有領導才能，是良好公民
3. 願意擔任韓國國際學校的模範大使

名額︰
每年每級有5個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見於：www.kis.edu.hk
申請人必須填妥獎學金申請表格，並於截止申請日期前連
同以下文件交回學校︰
• 過去兩年的成績表副本 （必須包括現時就讀級別的最新
成績表）
• 就讀學校的校長推薦信
• 就讀學校的外籍英語老師的推薦信（如適用）
• 申請人之父親或／及母親的同意書
• 候選名單上的申請人將獲邀參加面試及筆試，如得獎者
能保持佳績，並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下個學年可再次獲
得獎學金

聯絡資料︰
韓國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5號
電話︰2569 5500
傳真︰2886 2545
聯絡人︰Mr. Taras Kozyra （英文部校長）
網址：www.kis.edu.hk

每年4月底會確定獎學金得獎者。

韓國國際學校

Korean International School – Li Ka-Shing Foundation Scholarships
目的：
專為香港學生而設，提供予GCSE住宿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韓國國際學校

金額：
得獎者將獲贊助首年的一半學費︰港幣42,500元，並在每學
期獲得韓國國際學校的對應捐款港幣42,500元，直至畢業。

李嘉誠基金會獎學金
─

申請資格：
1. 來自香港或中國內地的學生
2. 獲入學許可之十、 十一或十二年級新生
3. 新生必須在其原校的期考中，在數學、科學、英文以及
社會科中取得A級（即80%）之成績；且在band 1 英文中
學或同級學校完成這些考試。公開考試如香港會考或同
等考試之成績會被優先考慮
4. 學生必須有良好的品行及學習態度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詳情可向該校查詢，以下為得獎者的義務︰
• 學生必須在韓國國際學校以該獎學金就讀一個學年。若
該生未能完成一學年，相應之學費將以月費形式按比例
收取。獲文件證明可豁免學費者除外
• 該學年之出席率須達90%或以上
獎學金將於每年8月31日或以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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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
每年1名
聯絡資料：
韓國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5號
電話︰ 2569 5500
傳真︰ 2560 5699
網址： www.kis.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日期：
8月至10月中
（經校方申請，應留意各院校之安排）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傷健協會

金額：
資助支付學費、購買學習器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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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學習器材或應付任何因
傷殘引致之特殊需要

名額：
2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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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傷健協會總幹事處理。逾期申請將不獲受理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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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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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利 ─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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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健協會李鈞洪教育基金

Li Kwan Hung Educati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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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優異獎學金

Merit-Based Scholarship Programs
目的︰
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在學術、藝術、體育等自選專長上爭
取超凡的表現
提供機構或學校︰
弘立書院
申請資格︰
A獎學金
1. 正在就讀該校的學生和新進轉校學生
2. 在過去三年內學業成績出眾。非弘立書院學生的學業成
績必須在原校排名前10%以內。弘立書院在讀生請參閱刊
載在家長／ 學生手冊上的指引
3. 持續領取獎學金的資格︰
• 持續在學業上表演超卓，對學習有承擔
• 成為學生的典範
B獎學金
1. 在體育、藝術或其他才藝範疇上表現出眾。獎學金委員
在評審此類申請時會考慮不同才華項目之特質
2. 在過去三年內學業成績出眾。非弘立書院學生的學業成
績必須在原校排名前20%以內。弘立書院在讀生請參閱刊
載在家長／學生手冊上的指引
3. 持續領取獎學金的資格︰
• 持續參與相關才華項目的比賽／參展活動／表演等；
• 持續在學業上表演超卓，對學習有承擔；
• 成為學生的典範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可於 www.isf.edu.hk/tchi/admissions_fa.html 下載申請表，或
與該校招生部聯絡索取獎學金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
後連同有關文件於截止日期前一併遞交，轉校生同時必
須附上填寫了的入學申請表或由該校發出之錄取函副本
• 申請結果將於3月底前公佈。申請報讀本校者如無法在一
月份前遞交獎學金申請表格，請聯絡本校招生部
金額︰
A 獎學金得主可獲減免弘立書院每年應付學費的50%。成功
通過每年審批者將可持續獲發獎學金直至中學畢業為止。
建校費及雜費則不獲任何減免
B 獎學金另可獲發每年港幣5,000元作為培訓及比賽的津貼
費
名額︰
六年級至十二年級，A獎學金每級上限4個名額；B獎學金則
每級上限1個名額
聯絡資料︰
弘立書院
地址：香港薄扶林鋼綫灣道1號
電話：2202 2028
傳真：2202 2099
電郵：admission@isf.edu.hk
網址：www.is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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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使受助學生在財政、生活上得以獨立及讓學生發揮潛能
，盡展所長
提供機構或學校︰
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申請資格︰
1. 必須就讀中四或以上
2. 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2010-11學年的截止申請日期為2010年11月15日
金額︰
不適用
聯絡資料︰
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54號2樓
電話：2251 0885
傳真：2770 1417
電郵：hkmst@yang.org.hk
聯絡人︰王姑娘
網址： www.yang.org.hk
附註︰如獲資助，申請人須出任義工協助其他申請學生及
出席推廣有關本基金的活動及工作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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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構或學校︰
明報及戲劇英語香港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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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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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教育升中七同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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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ist Study Trust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助學基金申請表」可向校方或基金索取，亦可在循道
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的網頁下載申請 表格
• 填妥之申請表格連同最近之成績表及申請人身份證副本
寄交「九龍窩打老道54 號二樓 — 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 撥款委員會成員將根據申請人所提交的資料及個別面
見，以了解同學的需要、就學計劃並進行申請審批

明報英語戲劇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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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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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不同名次和表現評估後而定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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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3名
聯絡資料︰
明報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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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 Education - Form 7 Scholarship
目的︰
常規獎學金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現代教育

金額：
全級第1名：港幣200元
全級第2-5名：港幣100元
（報2個課程的同學可獲多一倍獎學金）

申請資格：
1. 就讀企業概論科的同學 （以前未報過皆可）
2. 校內考試中，上學期或下學期企業概論獲全級頭1-5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 於各現代教育分校報讀中七Leo Sir經濟科或企業概論的
常規課程
• 把有關學校的成績證明書影印本於課堂交予Leo Sir
• Leo Sir會把有關資料遞交予其助手作登記事宜
• Leo Sir安排同學見面及發放獎學金

名額：
5個
聯絡資料：
現代教育總辦事處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第2座27樓2701室
電話：2256 3333
電郵：info@cmacck.edu.hk
網址：www.dse.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目的︰
嘉許有傑出成績的學生，並鼓勵學生為自己所定目標奮
鬥。
提供機構或學校︰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申請資格︰
1. 中五畢業生，在該校就讀兩年或以上（必須在該校就讀
中四，插班重讀中五將不獲考慮）
2. 操行須達4A及兩學年內沒有過犯紀錄，如在服務／課外
活動有特出表現，3A1B亦可接受；校內試全年成績優
異；能說普通話更佳

金額︰
每年每名港幣2,000元
名額：
1名
聯絡資料︰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翠灣街22號
電話：2570 9066
傳真：2887 3164
電郵：iktmc@islam.org.hk
網址：www.iktmc.edu.hk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艾雯女士紀念獎學金

Mrs. Ivy Chow Memorial Scholarship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務會議決定人選

樂書教育獎勵基金高級程度會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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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不定

Music Books Education Award Fund-HKAL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學生為自己所定目標奮鬥，激勵志氣，肯定自己，培
養積極人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樂書教育獎勵基金、瑪利諾中學

金額：
成功獲得本地大學取錄修讀學士學位的同學可分享港幣
50,000元獎學金

申請資格：
該校成功獲得本地大學取錄修讀學士學位的同學。

名額：
不限

申請方法及流程：
留意校內的宣傳，細節由校外機構決定。

聯絡資料：
瑪利諾中學
地址：香港九龍牛頭角彩霞道45號
電話：2758 3102
傳真：2755 7634
電郵：admin@mssch.edu.hk
網址：www.mssch.edu.hk

伍華書院校友會獎學金

Ng Wah College - Secondary Old Boys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表揚成績優異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伍華書院 — 中學部校友會有限公司
獎學金名稱（名額） 及獲獎資格及金額︰
*必須是伍華書院學生
丘逢甲學科成就獎 （約25名）
1. 校內各公開試科目首名（視覺藝術科除外）
2. 該科全年平均分達70分或以上（中五）或65分或以上（
中七）
3. 每名學生獲頒發200元書券
邱啟帆校友獎學金（3名）
1.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學生獲頒發500元書券
2. 第二名學生300元書券
3. 第三名學生200元書券
杜勇隆校友獎學金（15名）
1. 運動方面有傑出表現
2. 由伍華學生投票
最佳運動員每名學生獲頒發100元運動用品公司禮券

公開試獎學金（10名）
中五︰中文科和英文科達Level 2以上，並有科目考獲優良
或以上的成績，每名學生獲頒發200元現金
中七︰中文科和英文科合格，並有科目考獲優良或以上的
成績，每名學生獲頒發500元現金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以學術成績及其他表現決定得獎者
申請日期︰
不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伍華書院 — 中學部校友會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新蒲崗彩虹道五號
電郵︰oldboys@ngwahsec.edu.hk
ngwaholdboys@hotmail.com
傳真︰2718 2543
網址︰www.ngwaho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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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ady of the Rosary College Elite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此計劃由「聖母玫瑰書院薈萃社」（下簡稱薈萃社）主
辦，旨在減輕聖母玫瑰書院同學家庭的教育負擔，並鼓
勵同學們努力學習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母玫瑰書院
申請資格︰
申請者必須就讀於聖母玫瑰書院
申請方法及流程︰
1. 有意申請獎學金的同學可向班主任老師索取報名表格
2. 或於薈萃社網頁 www.olr.edu.hk/~alumni 下載報名表格
3. 請把填妥的表格，連同成績表副本一份交回班主任老師
4. 每名申請人只需填交一份申請表
5. 薈萃社將按照申請人的家庭和經濟狀況、學業成績及操
行等方面，作出評審

金額︰
每名港幣1，000元
名額：
最多2名
聯絡資料︰
聖母玫瑰書院
地址：九龍又一村玫瑰街 22 號
電話：2380 6468
傳真：2381 2639
電郵︰olr@olr.edu.hk
網址：www.olr.edu.hk

Pak Kau Colleg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warding Scheme
目的︰
為確保經濟有困難的學生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積極鼓勵
學生多元發展
種類 及 申請資格︰
1. 伯裘學習之星﹕全年成績為全級首10名的學生
2. 中、英、數成績優異獎﹕全年中、英、數成績為全級首
3名的學生
3. 伯裘服務之星︰9月至5月該學年累積對外社會服務時數
最高的3名學生
4. 伯裘運動之星︰全校3名運動表現優秀的學生
5. 伯裘活動之星︰全校3名活動表現優秀的學生
6. 伯裘摘星大獎︰全校3名完成摘星獎勵計劃之金星階段，
且獲取積點最多的學生
7. 伯裘卓越之星︰全校1名在上述範疇表現最卓越的學生
8. 小六學生於入學前的校內成績為全級前10名，並獲原小
學校長推薦
提供機構或學校︰
伯裘書院
申請資格︰
成績達標的伯裘書院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學生成績決定獲獎學生 。
申請日期︰
不定

56

申請日期︰
截止申請日期為每年12月31日

薈萃社將會核實申請表格上所填報的資料。在有需要時，
薈萃社會向學校及有關方面查核有關資料

伯裘書院全方位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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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玫瑰書院薈萃社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金額︰
（以學習券形式發放）
伯裘學習之星﹕最高金額為港幣8,000元
中、英、數成績優異獎﹕最高金額為港幣1,500元
伯裘服務之星﹕最高金額為港幣2,500元
伯裘運動之星﹕最高金額為港幣2,500元
伯裘活動之星﹕最高金額為港幣2,500元
伯裘摘星大獎﹕最高金額為港幣500元
伯裘卓越之星﹕最高金額為港幣8,000元
小六學生於入學前的校內成績為全級前10名，並獲原小學
校長推薦，最高金額為港幣10,000元
名額︰
伯裘學習之星﹕10名
中、英、數成績優異獎﹕3名
伯裘服務之星﹕3名
伯裘運動之星﹕3名
伯裘活動之星﹕3名
伯裘摘星大獎﹕3名
伯裘卓越之星﹕1名
小六學生於入學前的校內成績為全級前10名
聯絡資料︰
伯裘書院
地址：天水圍天華路51號
電話：2448 2960
傳真：2447 1924
電郵：pakkaues@netvigator.com
網址︰www.pakkau.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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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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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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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福珍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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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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k Chun Scholarship
目的︰
獎助品行優良、家境清貧而有志向學之屬校學生

金額︰
年批港幣47,2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申請資格︰
1. 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生
2. 品行優良、家境清貧而有志向學之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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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 Education Fund
目的︰
嘉勉品學兼優和支援家境清貧學生

金額︰
年批港幣40,8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申請資格︰
1. 品學兼優和支援家境清貧學生
2. 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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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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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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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屬下中小學課外活動卓越表現獎勵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Po Leung Kuk Outstanding Awar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Affiliated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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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申請資格︰
1. 於課外活動有卓越表現的學生
2. 保良局屬下中學及小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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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s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Public Examinations
目的︰
獎勵於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金額︰
年批港幣187,0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申請資格︰
1. 於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
2. 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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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中學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s for Secondary Schools
目的︰
獎助品學兼優、家境清貧而有志向學之屬校學生

金額︰
年批港幣42,6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申請資格︰
1. 獎助品學兼優、家境清貧而有志向學之屬校學生
2. 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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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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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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金額︰
年批港幣9，0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申請資格︰
1. 於義工服務有傑出表現學生
2. 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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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獎勵於義工服務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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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峰教育中心｜獎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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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岑麥杏燕義工獎勵計劃

Po Leung Kuk Voluntary Service Award Scheme

Range Educational Centre Scholar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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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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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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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15118
傳真︰29815151
網址︰www.rangepcc.com

Renaissance College Scholarship
目的：
獎學金分為學術、音樂、戲劇、視覺藝術及體育五個範
疇。其中學術及音樂，7至13年級皆可申請。而戲劇、視覺
藝術及體育則只對10至13年級學生開放
提供機構或學校：
啟新書院
申請資格：
1. 全日制學生
2. 學業成績優異（需證明）
3.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服務活動
4. 能在學術、課外活動及服務活動中展示領導才能
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術方面的獎學金︰
• 提供學術成就的證明文件 （如成績表及其他證書）
• 通過與申請年級相符的獎學金測試
• 獎學金面試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該學年學費全免，財政上有困難者更可獲考慮免書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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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戲劇、視覺藝術及體育方面的獎學金：
• 提供個人資料及與申請科目相符之得獎紀錄，可以卸除
式磁碟（USB）或光碟提交
• 通過英文閱讀理解及寫作的測試
• 面見獎學金評審團，如音樂獎學金的申請者需表演音
樂， 視覺藝術獎學金的申請者需進行作品展示及口試獎
學金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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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Renaissance College Youth Empowerment Scholarship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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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人將通本校入學試證明其英語水平。
• 申請人須提供經濟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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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良神父中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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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申請資格：
1. 現時不在該校之入學名冊上
2. 必須在香港擁有住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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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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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Joseph Carra Education Fund- S4-7 scholarships
目的︰
獎勵品學兼優而家境有困難的同學 ，為清貧的莘莘學子提
供經濟支持，使他們能負擔不斷上昇的高中費用、價值高
昂的課本、參考書及其他沉重的教育支出，安心完成學業
提供機構或學校︰
高主教書院
申請資格︰
中四至中七的學生（個別學校），須得到所屬學校的校長
推薦
申請方法及流程︰
高中學生皆需得到所屬學校的校長推薦，經對本身的家庭
經濟狀況、學業成績、操行及課外活動的參與等甄選準則
作量裁，然後獲獎。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港幣1,500元
名額：
每間學校1名
聯絡資料︰
高主教書院
地址：香港半山羅便臣道2號
電話：2522 2159
傳真：2525 6725
電郵：rcss@raimondi.edu.hk
網址：www.raimondi.edu.hk

玫瑰崗舊生會獎學金

RHSOSA Scholarship Awards
目的：
表揚在學業上（尤其在中、英文科）取得突出成績的同學
及鼓勵同學們在中、英文科下苦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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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最突出成績的同學。
申請日期：
9月1日至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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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全年開放

金額：
不定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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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rhsosa.org
網址：www.rhsosa.org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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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必須在「資格證明書」上為子女選擇合資格申請
的資助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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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
4月至5月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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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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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舊生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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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書簿津貼

School Textbook Assistance

*附註︰篇幅有限，未能盡錄，詳情請參閱網址

Shau Kei Wan Goverment Technical School Past Student’s Assoc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出色學業成績、操行優良、對社區活動有貢獻

申請日期︰
不適用

提供機構或學校︰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金額︰
港幣500元

申請資格︰
1. 於該校完成中一至中三
2. 中四學生
3. 未獲頒發其他獎學金
4. 有出色學業成績、操行優良、對社區活動有貢獻

名額：
1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成績及表現決定得獎者

聯絡資料︰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道40號
電話：2560 2677
傳真：2568 9865
網址：http://ses.hkcampus.net

新加坡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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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永久居民及擁有良好的學業紀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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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學二年級獎學金：在入讀中學二年級時，年齡介乎 13
至 15 歲的中一／中二學生
4. 中學三年級獎學金：在入讀中學三年級時，年齡介乎 14
至 16 歲的中二／中三學生
5. 大學先修班獎學金：在入讀大學先修班時，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的中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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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pore138675, Mr Ng Eng Joo
申請日期：
5月至6月

金額：
中學及大學先修班獎學金
中學：每年坡幣2,200元的津貼 （包括膳宿）
大學先修班：每年坡幣2,400元的津貼 （包括膳宿）
豁免繳交學費（不包括其他費用）
• 安頓費坡幣400元（中學）/ 500元（大學先修班 ）
• 醫療津貼及意外保險
• GCE ‘O’ 及／或 GCE ‘A’ Level 考試費（一次，如適用）在
課程開始和結束時的來回經濟機票一張
• 英語銜接課程 （十月至十二月） （只適用於中學獎學
金）
• 所有獲取獎學金的學生，都不需簽任何契約為新加坡政
府工作
• 獎學金可供得獎人升讀至大學先修班二年級（視乎得獎
人的進展及表現而定）。得獎人在完成大學先修班二年
級課程後，需參加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普通級）
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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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fa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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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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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獎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高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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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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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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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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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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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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Med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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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日期：
10月至11月

提供機構或學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金額：
每名得獎人會獲得一個獎章、一張證書及現金獎港幣5,000
元

提名資格：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取得優異成績以及香港中學會考取得優
異成績。

名額：
中七學生︰3名
中五學生︰3名

提名程序：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將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所提
供的資料，邀請年內考試成績最佳的數名學生出席遴選
面試，面試通常於10月或11月舉行
• 獲獎的學生約於1月或2月獲知面試結果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在作出決定後，便會把獎金以
支票逕交各得獎學生
• 得獎學生將於3月舉行的獎學金頒授儀式中獲頒證書及
獎牌

聯絡資料：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1217室
電話：2150 6108 / 2150 6098
網址：www.sfaa.gov.hk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目的：
鼓勵香港高中學生達至高度的學習能力，以及發展領導才
能。
提供機構或學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提名資格：
1. 持有香港身份證
2. 在香港最少住滿三年
3. 是任何政府學校、資助學校、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按額
津貼學校、私立學校或英基學校協會的學校的全日制學
生 （中五至中七／11-13班）
4. 獲得學校校長推薦
提名程序：
學校校長通常會在每年9月獲邀請從該學年的學生中提名兩
人接受獎項，其中一人為中五（ 11 班） 學生，另一人則為
中六（ 12 班） 或中七（ 13 班） 學生。
• 學校校長約於同一學年的2月或3月獲知結果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在作出決定後，便會把獎金逕
交有關學校，由學校代為分發予得獎學生
• 各得獎學生將於3月舉行的獎學金頒授儀式中獲頒證書

提名日期：
9月
金額：
以2009-10學年為例，每項獎金的款額為港幣1，000元
名額：
每間學校均可以各有一名以下兩類的學生獲獎，但獲提名
學生必須符合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的遴選資格：
中五（ 11 班）；及 中六或中七（ 12 或13 班）。
聯絡資料：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30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1217室
電話：2150 6097 / 2150 6098
網址：www.sfaa.gov.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SmarTone-Vodafone AYP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me Fund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參加者或義工
2. 活動必須於香港境外舉行
3. 活動須安排大部份時間讓參加者與當地的參加者或人民相
處及交流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於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部或各執行處支部索取
，亦可從 www.ayp.org.hk/exchangefund 下載 ，填妥後在截止
申請日期前交回

金額︰
每名得獎者最多可獲港幣3,000元
名額：
不定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申請日期︰
4月1日

聯絡資料︰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村麗葵樓3樓301-309號
電話：2728 3243
傳真：2725 1577
電郵︰award@ayp.org.hk
網址：www.ayp.org.hk

遴選準則如下︰
• 申請人的背景及財政需要
• 申請人在獎勵計劃的參與程度
• 活動的性質
• 申請人的國際交流經驗
• 申請人於活動完成後的持續貢獻方案

失明學童助視儀器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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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活動基金
SmarToneVodafone AYP

目的︰
支持獎勵計劃的參加者及義工，尤其是有需要的參加者，
參與獎勵計劃的國際交流活動

Sponsorship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良好而經濟有困難的失明中學生，根據其學
習需要借出輔助儀器，以其完成學業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成績良好
2. 經濟有困難之家庭
3. 升讀於中一至中七之全日制學生
4. 申請人必須被評定為教育盲 （即申請人最佳視力的一隻眼
睛經糾正後，最多祗有視敏度6/60 *，而中央視野最闊只
有20度或更少）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按需要為申請者提供Pac Mate 點字顯示器或手提電腦一部
（包括Microsoft Office 軟件 ）
名額︰
２名
聯絡資料︰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23至227號名都廣場閣樓M1室
電話：2994 9655
聯絡人：楊可欣女士 （中心主任）
網址︰www.hksb.org.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向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中心索取，或
可見於 www.hksb.org.hk 。填妥表格後交回或郵寄至香港盲人
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中心辦理。
申請指引則可見於 www.hksb.org.hk
申請人擬申請借用之助視障儀器項目，由本獎學金之遴選
委員會作最終審批。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School Travel Subsidy Schemes
目的：
為經濟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車船津貼

申請方法及流程：
請參閱學校書簿津貼的申請方法及流程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申請日期：
4月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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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濟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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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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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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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篇幅有限，未能盡錄，詳情請參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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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費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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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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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三育中學升中助學金 —
碧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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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法及流程：
請參閱學校書簿津貼的申請方法及流程。

真光獎助學基金｜中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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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即日至2011年3月1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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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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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 Po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Secondary One Students Grants
目的︰
旨在鼓勵同學積極進取，努力學習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大埔三育中學

金額︰
中一學費全免或半免

申請資格︰
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即可︰
1. 獲「小學校長推薦位」計劃推薦
2. 小六成績名列全級首20名之內
3. 在學界個人比賽獲得優異或以上的成績
4. 獲大埔三育中學主辦「小學現場作文比賽」優異證書
5. 有兄弟姊妹在本校就讀
6. 家境清貧

名額︰
不限

申請方法及流程︰
獲大埔三育中學取錄入讀中一的學生，若於就讀小六時操
行達乙等或以上及符合其中一項條件，便可向該校申請全
免或半免中一學費。

聯絡資料︰
大埔三育中學
地址：新界大埔大埔頭徑2號
電話：2665 3459
傳真：2664 2717
電郵︰enquiry@tpsy.edu.hk
網址：www.tpsy.edu.hk

TCL Grant and Loan Scheme - Secondary Scholarship
目的︰
教育及培養中國青年人服務中國及香港社會

申請日期︰
5月至7月底

提供機構或學校︰
真光獎助學基金

金額︰
每名港幣1,000元

申請資格︰
1. 本港真光四校及廣州真光兩校，包括香港真光中學、九
龍真光中學、真光女書院、香港真光書院、廣州真光中
學及長堤真光中學之學生
2. 各級各組學業成績在全級十名內、操行獲乙等或以上及
服務優良者

名額︰
共128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各獎助學金由任教老師議決。

聯絡資料︰
真光獎助學基金秘書處
地址︰香港鴨脷洲利東村道1號
電話︰2871 1214
網址：www.hktlc.edu.hk/fund/index.htm

各級各組學業成績在全級十名內、操行獲乙等或以上及服
務優良者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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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四︰每名得獎者可獲贈港幣1,000書劵及獎狀乙張
中五至中七︰每名得獎者可獲贈港幣2,500書劵及獎狀乙張
（所有獎學金將以書券形式贈予得獎者）
名額︰
不限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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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為應屆會考生，須至少獲15分或以上並就讀大學預科
（A-level）課程
5. 若為應屆高級程度（A-level）之考生，須考進各認可大
學或大專院校修讀全日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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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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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和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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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計劃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Scholarship

The Harmony Scholarship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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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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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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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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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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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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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全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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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需回覆有關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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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合資格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三）︰ 港幣240元
每位合資格高中學生（中四至中七）︰ 港幣420元
名額︰
不限，合資格即可
聯絡資料︰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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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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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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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舊生會中學麥陳尹玲校長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The Mak Chen Wen Ning Scholarship for Outstanding Services Prize
目的︰
獎勵在校內或社區服務中表現優異的中四及中五同學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伊利沙伯舊生會中學

金額︰
視乎合資格得獎人及獎學金款額而定

申請資格︰
主要頒發給過去一年在校內或社區服務中表現優異的中四
及中五同學。

名額︰
視乎合資格得獎人而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提名同學可經由老師推薦或自薦，同時須通過遴選委員會
批核 。

The Mothers’ Committee Scholarship
目的︰
幫助家境清貧的優秀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德瑞國際學校

金額︰
學生就讀該校「英語中學課程」的每年學費以及必要的課
外活動費用

申請資格︰
1. 家庭每月總收入少於港幣35,000元
2. 香港永久性居民
3. 操流利英語
4. 學術成績優異
5.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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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聯絡資料︰
德瑞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山頂僑福道11號
電話︰2849 6216
傳真︰2849 6216
電郵︰gsis@gsis.edu.hk
網址︰www.gsis.edu.hk

周馬佩堅獎學金

The Mrs. Katherine Chau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學生主動訂立及完成「自我實踐」計劃，培養學生之
信心、毅力及籌劃能力以達成目標。提升學生解決困難之
能力，並加強學生「有志者事竟成」之信念
提供機構或學校︰
英華女學校
申請資格︰
該校所有學生皆可申請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實行「自我實踐」計劃前應訂立目標︰訂立的目標要具
體、具可量度、可行、實際，並於特定時段內完成
• 自行邀請兩名評估人，其中一位須為長輩，例如老師或
課外活動導師，並能監察計劃之進行。同學不可同時邀
請父母或兩位同學為評估人
• 計劃完成後：填妥報告及評估表，連同有關資料 （例
如，閱讀書目記錄表），並於指定日期或以前交回輔導
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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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伊利沙伯舊生會中學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城路18號
電話︰2338 6122
傳真：2448 2783
電郵：info@ss.qesosa.edu.hk
網址︰www.ss.qesosa.edu.hk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根據不同計劃目標的實行情況評估後而定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英華女學校
地址︰香港羅便臣道76號
電話︰2546 3151
傳真︰2858 8669
電郵︰school@ywgs.edu.hk
網址︰www.ywgs.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金額︰
年批港幣1,260,0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申請資格︰
1. 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生
2. 成績優異及有經濟需要的中七學生及前局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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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 香港外國記者會獎助學金
Henrik Nielsen

目的︰
獎勵成績優異及有經濟需要的中七學生及前局童

申請日期︰
不定

潮人生命堂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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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 ／

The Po Leung Kuk / Henrik Nielsen /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Scholarship Fund

The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迦密中學

金額︰
港幣1,000元

申請資格︰
該校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的學生，品學兼優

名額︰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 每級1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班主任提名，申請人填寫獎學金申請表格，於截止申請
日期前交回班主任 。

聯絡資料︰
迦密中學
地址︰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55 號
電話︰2714 9385
傳真︰2858 8669
電郵︰info@carmelss.edu.hk
網址︰www.carmelss.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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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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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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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22 1225
傳真︰3188 9259
電郵︰info@oticfoundation.org.hk
oticfoundation@gmail.com
網址︰www.oticfoundatio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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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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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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45歲，在學或在職青年
2.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3. 單耳或雙耳弱聽程度達60分貝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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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學生必須填妥由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之報名表格連同
考試學業成績表副本交回本基金會

金額︰
可獲人工智能助聽器（單耳或雙耳佩 ），及港幣50,000元
名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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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form Assistance Scheme for Needy Students Members
目的︰
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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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須為日校的中一至中七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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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構或學校︰
滬江維多利亞學校
申請資格︰
就讀於滬江維多利亞學校的中學生
• 初中學術︰只限2009-2010 就讀滬江維多利亞學校的中一
生申請
• 高中學術︰只限2009-2010 就讀滬江維多利亞學校的中四
生申請
• 體育、領導才能、演藝、服務及視覺藝術接受所有中一
至中七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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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
1月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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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不定

*附註︰『奮鬥之星』得獎學生的使命是樹立年青人學習
的好榜樣。期間須履行義務推廣「奮鬥之星」
任務。

香港少年領袖團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以愛傳聲﹂獎學金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金額︰
• 初中學術︰兩名得獎者可獲連續4年學費全免，其餘四名
可獲連續四年之學費半免
• 高中學術︰兩名得獎者可獲連續2年學費全免，其餘兩名
可獲連續兩年之學費半免
• 體育、領導才能、演藝、服務及視覺藝術︰每名學生可
獲一年學費減免50%
名額︰
共17名
• 初中學術︰共8名得獎者
• 高中學術︰共4名得獎者
• 體育、領導才能、演藝、服務及視覺藝術︰此五個範疇
內各選1名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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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目的︰
鼓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吸引有潛質之學生報讀
種類︰
耀中的學生及有興趣報讀該校之學生均可申請以下獎學金，
唯新生申請時須連同入學申請一併遞交︰
A. Yew Chung Overall Achievement Scholarship
種類 及 可申請年級︰
品學兼優 （七至九年級）
IGCSE
（十至十一年級兩年獎學金）
IB
（十二至十三年級兩年獎學金）
B. 藝術獎學金 - Yew Chung Art Scholarship
可申請年級︰七至十三年級
C. 音樂獎學金 - Yew Chung Music Scholarship
可申請年級︰七年級或以上（11歲或以上）

D. 運動獎學金
1. 現時參與體育運動達一定標準者，全面發展的運動
員將獲優先考慮。
2. 積極參與體育活動
3. 在過往的體育課中取得優異成績 （成功獲頒獎學金
者須維持優異的體育成績）
4. 具體育精神、熱誠及領導才能及良好的態度
5. 學業成績及操行達標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耀中國際學校獎學金

Yew Chung International School Scholarships

申請方法及流程︰
各項獎學金申請表格可於此網址︰www.ycis-hk.com 下載
• 申請人須於限期前提交完成及將加簽了的申請表格，連
同其他相關文件 （如成績表副本， 服務紀錄及參考文件
等） 一併遞交。限期後收到的申請將於下一學年處理
• 新生須連入學申請一併遞交
• 初步篩選後，入圍的候選人將被邀請參加面試
• 「音樂獎學金」申請者在面試期間會被要求作12至15分鐘
之樂器表演及一段隨機演奏等

提供機構或學校︰
耀中國際學校
申請資格︰
A. Yew Chung Overall Achievement Scholarship
所有擁有下列特質的香港學生︰
1. 學業成績優異
2. 品行良好
3. 決意服務學校，服務社區
4. 批判性思維
5. 領導才能和團隊精神
B. 藝術獎學金
所有擁有下列特質的香港學生︰
1. 其個人美術作品能展示熟練的技巧及個人風格
2. 在過往的美術課程中取得優異成績
3. 願意參加該校及校外組織舉辦的美術活動及比賽
4. 具有美術天份，同時樂於宣揚該校的美術文化
5. 能作為該校及其美術部門之楷模
6. 學業成績及操行達標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D. 運動獎學金 - Yew Chung Sports Scholarship
可申請年級︰七至十三年級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2010年4月30日
金額︰
如校外學生成功考獲獎學金，校方會按個別情況予債劵部
份減免或全免。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耀中國際學校 （中學部）
地址︰香港九龍塘多福道3號
電話︰2336 3443
傳真︰2337 5370
電郵︰enquiry@hk.ycef.com
網址︰www.ycis-hk.com

C. 音樂獎學金
一種樂器以優異成績通過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
（ABRSM）或同級考試，考獲六級或以上（或通過同等
考試之中國樂器）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獎學金

Yu Chun Keung Memorial College No.2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同學積極投入學校生活，在學業上獲取最佳成績，培
養良好品格，發展多元智能及領導才能
提供機構或學校︰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申請資格︰
1. 余振強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異、在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及傑出的表現
2.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異、具領導才能
3. 露德聖母堂獎學金︰
積極推動宗教事工、宗教科成績優異、熱衷參與義工服
務
4. 羅根祥獎學金︰
在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中有傑出的表現
5. 葉葵獎學金︰
在藝術教育、體育有傑出的表現
6. 刁兆發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異，具領導才能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表格可向校務處索取或在學校網頁下載
•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格後，於截止申請日期前交回班主任
• 申請學生一旦被列入決選名單，便會獲邀參加甄選面試
申請日期︰
中五及中七級︰4月30日
中一至中四、中六級︰6月11日
金額︰
不定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地址 ： 香港薄扶林置富徑1號
電話 ： 2551 8285
傳真 ： 2875 3867
網址 ： www.yck2.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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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中學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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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潮人聯會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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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構或學校︰
逾50間學校，可向各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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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為獎勵學生在各方面的卓越成就
提供機構或學校︰
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中學
申請資格︰
1. 申請學生在申請學年及下一個學年亦就讀該校
2. 必須遞交申請。申請人必定是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
申請將根據申請學生的能力及特質評定，部分準則如下：
學業表現
• 校內、外獲獎紀錄
• 品行表現
• 語文及溝通能力
• 解難能力
• 創意及表演藝術
• 體育活動及
• 服務和領導才能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表格可於校務處索取
• 申請人須於每學年遞交新申請。填妥之申請表格及有關
證明文件之副本，包括有關學生傑出表現之推薦信及檔
案夾，須於截止申請日期前送交校務處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家長教師會﹁愛心基金﹂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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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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視乎申請學校及獎學金款額而定
金額︰
視乎申請學校及獎學金款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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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

• 所有申請獎學金的學生均會獲邀面見
• 所有申請將由「學費資助及獎學金委員會」 評審
• 學校將予書面通知申請人其申請結果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每個獎學金相等於一半至全部學費，分期批發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中學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第102區第6期（2號校舍天富苑）
電話：2540 8650
傳真：2448 8763
電郵：school@cymcass.edu.hk
網址︰www.cymcass.edu.hk

目的︰
幫助家境清貧的學生

名額︰
12名 （如有需要可酌情增加名額）

提供機構或學校︰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聯絡資料︰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66號
電話：2394 4186
傳真：2391 4799
電郵：contact@lwfss.edu.hk
網址︰www.lwfss.edu.hk

申請資格︰
該校家庭經濟有困難或突遭緊急變故之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生可向校務處索取申請表格，家長填妥表格後，由學生
交回班主任，經校長推薦後交回家長教師會助學金甄審委
員會。（結果將於10月中公佈，助學金將由學校代為派
發）
申請日期︰
2010至2011年度︰9月13日至 9月30日
金額︰
每名港幣800元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四邑益善堂
申請資格︰
• 該堂會員子女，年齡於25歲以下
• 就讀於本港中學而學業成績達到要求者
申請方法及流程︰
每年7月初張貼通告知會會員，合資格者可於該堂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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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香港中學會考最佳6科成績14分或以上（包括中文、英文及
數學）及成功升讀中六者可獲獎學金港幣500元、另每科考
獲A級可獲獎學金港幣500 元，考獲B級可獲獎學金港幣300
元，考獲C級可獲獎學金港幣200元。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四邑益善堂
地址︰香港長洲興隆街101號3樓
電話︰2986 9907
聯絡人︰陳潤波先生
電郵︰chanyunbor@yahoo.com.hk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saiyaporg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四邑益善堂獎學金｜中學組

目的︰
鼓勵會員子女努力求學，同時為該堂及社區儲備人才

*附註︰獲獎學金者必須出席該堂的頒獎禮。（缺席頒獎禮
的獎學金得主將當作棄權論）

四邑益善堂獎學金｜預科組

目的︰
鼓勵會員子女努力求學，同時為該堂及社區儲備人才

As-level每科考獲A級可獲港幣300元；中文及英文As-level考
獲A級可獲港幣400元，考獲B級可獲港幣2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四邑益善堂

名額︰
不定

申請資格︰
• 該堂會員子女，年齡於25歲以下
• 就讀於本港預科而學業成績達到要求者

聯絡資料︰
四邑益善堂
地址︰香港長洲興隆街101號3樓
電話︰2986 9907
聯絡人︰陳潤波先生
電郵︰chanyunbor@yahoo.com.hk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saiyaporg

申請方法及流程︰
每年7月初張貼通告知會會員，合資格者可於該堂辦事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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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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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考獲全班第一名可獲港幣1,000元、第二
名可獲港幣800元、第三名可獲港幣600元

*附註︰獲獎學金者必須出席本堂的頒獎禮。（缺席頒獎
禮的獎學金得主將當作棄權論）

金額︰
獲全日制大學錄取入讀學位課程者可獲港幣1,000元、另香
港高級程度考試A-level每科考獲A級可獲港幣500元，考獲B
級可獲港幣300元；考獲C級可獲港幣100元；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中學生助學金計劃﹂

目的︰
為栽培香港特別行政區內之品學兼優、有志服務社會、熱
愛香港、熱愛祖國的中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1. 合法香港居民
2. 就讀本港教育局註冊中學（包括私立中學）全日制中四
至中七課程
3. 符合基金章程規定之在學成績要求如品學兼優，立志貢
獻國家，並且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和熱心社會服務
4. 家境清貧的學生將獲優先考慮
5.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及附屬公司員工及家屬均不得參加
申請方法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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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證明的影印副本），並由校長簽署及學
校蓋印，交回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的各間支行轉交慈善基金
秘書處。

申請日期︰
10月至11月
金額︰
品學優異獎 港幣3,000元
品學良好獎 港幣2,000元
品學俱備獎 港幣1,000元
名額︰
不多於10名
聯絡資料︰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
電話︰2269 9699
電郵︰cbmd_planmgt@bankcomm.com.hk
網址︰www.bankcom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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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鼓勵各支部團員在積極參與本旅活動時，亦在其學業成績
及品格方面爭取最佳表現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童軍九龍第147旅
申請資格︰
1. 該旅各支部現役團員
2. 全年學業成績達全級／課程排名首25% 或 全年所有科目
獲得B級或以上
3. 出席該旅及支部活動達80%或以上
4. 操行具備良（B）級或以上或同等資格
5. 未符合上述第4項資格者，推薦人可根據推薦指引所列條
件作出推薦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填妥有關表格，獲推薦人加簽，經獎勵委員會主
席，於獎勵委員會核實成績及審批後頒發。

金額︰
港幣2,000元（中一至中三）
港幣4,000元（中四或以上）
港幣4,000元（其他全日制課程）
名額︰
獎勵委員會會視乎申請人表現全權決定是頒發或增加名額
聯絡資料：
香港童軍九龍第147旅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1號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電話：2799 4512
傳真：2788 3729
電郵： kg147@cccmyc.edu.hk
網址：www.cccmyc.edu.hk

目的︰
嘉許該校勤奮向學及成績優異的學生

金額︰
每名港幣1,150元，以書券形式頒授

提供機構或學校︰
靈糧堂怡文中學

名額：
不定

申請資格︰
靈糧堂怡文中學勤奮向學及成績優異的學生。

聯絡資料：
靈糧堂怡文中學
地址：大嶼山東涌文東路37號
電話：2109 4000
傳真：2109 4066
聯絡人：葉俊傑老師 （學務主任）
網址：www.llcew.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各級老師推薦學生獲獎，校長及老師審批和篩選。學生
約在3月收到回條通知。
申請日期︰
不適用

李朱淑君教育基金獎勵計劃

目的︰
鼓勵視障人士在學業方面努力進取，表揚他們能克服視
障以獲取優異成績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申請資格︰
1. 現正在本港認可之註冊教育機構接受融合教育之視障學
生， 並於最近兩次考試成績的其中一次考獲全班或全級
前25%的名次
2. 應屆香港中學會考6科 （包括中、英文） 的成績合共16
分或以上
3. 應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文科合格及任何3科高級程度科
目的成績合共8分或以上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參加者填妥申請表後，連同所需文件寄回「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 毅行者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香港九龍觀塘翠屏
村翠櫻樓地下13-20號，信封面須註明「李朱淑君教育基
金獎勵計劃」
• 若有需要，參加者需接受面試
• 當選者必須出席由該會舉辦的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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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不定

頒發日期︰該校︰散學禮 ; 非該校︰下學年旅慶

何瑞美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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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展才獎勵計劃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日期︰
以2009-10年度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2010年1月15日
金額︰
港幣5,000元
名額：
4名
聯絡資料︰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翠屏村翠櫻樓地下13-20號
電話.︰2337 2736
網址：www.hkbu.org.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為就讀於沙田官立中學經濟困難之中一至中七
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見於 http://alumni.stgss.edu.hk
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 透過班主任／ 社工 ／ 輔導組老
師 ／課外活動組老師或直接向校友會提出申請。批核與
否，審批工作小組保留最終決定權，申請者不得異議。
所有申請項目申請人必須保留有關單據或活動出席紀錄，
於一個月內交回校友會。

佳定獎助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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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定助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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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額︰
每學生每學年港幣1,000元
名額：
4名 （以先申請先處理形式批核）
聯絡資料︰
沙田官立中學校友會
地址：沙田文禮路11-17 號沙田官立中學
電話：2691 4744
傳真：2609 1456
電郵：info@stgss.com.hk
網址：www.stgss.org.hk
http://alumni.stgss.edu.hk

申請日期︰
7月至8月中
金額︰
每名港幣1,500元
名額︰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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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太古城中心壹座7樓
電話：2508 6777
傳真：2566 2744
電郵︰cbmd_planmgt@bankcomm.com.hk
網址：www.savillsguardian.com.hk

佳定獎助學金計劃
佳定獎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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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第一名可得港幣10,000元
第二名可得港幣6,000元
第三名可得港幣4,0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名額︰
3名

申請資格︰
為應屆中五會考成績優異的學生，會考成績最好6科（包括
中、英文）達25分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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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太古城中心壹座7樓
電話︰2508 6777
傳真︰2566 2744
電郵︰cbmd_planmgt@bankcomm.com.hk
網址︰www.savillsguardia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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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顧問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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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沙田官立中學校友會

申請日期︰
以2007-08年度為例︰ 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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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中學校友會靈活助學金計劃

目的︰
鼓勵沙官學生勤奮學習，積極上進，協助他們排除經濟上
的困難，專注發展所長

申請日期︰
7月至8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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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將軍澳官立中學

金額︰
港幣500元

申請資格︰
1. 將軍澳官立中學學生
2. 不論是否已獲其他獎學金，皆有入選資格

名額：
不定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青松觀有限公司

金額︰
大學課程最高可獲資助港幣30,000元
中六、中七課程最高可獲資助港幣8,750元
中四、中五課程最高可獲資助港幣5,050元

申請資格︰
1. 會員之三代直系親屬，在本港各中學就讀中四至中七之
日校課程，或大學學士課程（在國內、台灣，或海外大
學均可）
2. 因家庭經濟狀況需要助學金資助
3. 會員子弟為身體有傷殘者，均可獲優先考慮
4. 以碩士及博士成績申請者均不予接受

目的︰
為有需要者而設，以資助會員子弟的學費為原則
提供機構或學校︰
青松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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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寄回或交回青松觀辦事處。
申請日期︰
不定

若瑟獎學金

目的︰
以獎勵中五會考後繼續升學之瑪利諾中學校友會 （包括瑪
利諾工業書院校友會） 會員子弟，從而鼓勵彼等努力進取
，勤奮向學，不斷進修，自我提昇
提供機構或學校︰
瑪利諾中學
申請資格︰
1. 瑪利諾中學校友會持有效會籍會員之子弟
2. 應屆會考生
3. 會考成績最佳六科總積點在十四分或以上
4. 中、英、數三科必須合格
5. 繼續升讀認可之全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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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將軍澳官立中學
地址︰新界將軍澳敬賢里2號
電話︰2704 0051
電郵︰info@tkogss.edu.hk
網址：www.tkogss.edu.hk

目的︰
為有需要者而設，以資助會員子弟的學費為原則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寄回或交回青松觀辦事處。

侯寶垣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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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9月至6月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全體老師投票， 選出全年藝術科最傑出學生。

侯寶垣助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周一峰獎學金

目的︰
鼓勵藝術科全年傑出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合資格的會員，須於子女會考同年的9月15日或以前，填
妥表格，連同考評局發出之香港會考成績通知書副本及出
生證明書副本，郵寄回該校轉交校友會。
信封面應註明《若瑟獎學金》收。

名額︰
大學及中學名額上限合共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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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中一至中三︰每名港幣2,000元
中四、中五︰每名港幣3,000元
中六、中七︰ 每名港幣4,000元
名額︰
最多3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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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每位港幣500元
名額︰
20名
聯絡資料︰
瑪利諾中學
地址︰香港九龍牛頭角彩霞道45號
電話︰2758 3102
傳真︰2755 7634
聯絡人︰梁明儀女士（獎學金受託人）
聯絡人電話︰9313 3183
網址︰www.mssch.edu.hk/fsa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資格︰
1. 瑪利諾中學校友會持有效會籍會員之子弟
2. 曾獲頒「若瑟獎學金（中學會考）」
3. 應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生
4. 成功經大學聯招（JUPAS）入讀香港之大學學位課程
申請方法及流程︰
合資格的會員，須於子女參加高級程度會考同年的9月15日
或以前，填妥表格，連同考評局發出之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成績通知書副本及大學入學通知書副本，郵寄回該校轉交
校友會。”信封面應註明《若瑟獎學金》收。

香島中學校友會獎助學金

目的︰
鼓勵校友勤奮向學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島中學校友會
申請資格︰
獎學金：
對象為香島中學校友、香島中學校友子女，而申請者必須
為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會員。
凡符合以下其中一項便可申請︰
1. 凡應屆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嶺南
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公開大學和樹仁大學畢業，獲二
級甲榮譽學士或以上者
2. 凡在本屆大學預科畢業，高級程度會考取得四科C級或以
上成績（包括中、英文科D級或以上）
3. 凡在本屆中學畢業，會考成績最高的六科（其中必須包
括中文、英文）積點達26點或以上
助學金：
對象為香島校友子女、香島中學中四至中七級學生，而申
請者必須為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會員（中四、中五級準會
員除外）。
申請人必須提供家庭經濟狀況、在校成績等證明文件。本
年考入大學的新生，必須提供大學聯合招生處（JUPAS）或
各大學的收生紙（Offer Letter）。
助學金之核發標準，以申請人家庭經濟狀況及學業成績為
標準，並考慮申請人兄弟姐妹人數多寡、有無領取其他助
學金等因素。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目的︰
為大學生提供生活津貼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以下以2010年為準）
凡旅居香港之邑人子女（父系籍貫為廣東省台山市），符
合下列條件者均可申請︰
獎學金
1. 凡於本港全日制中學應屆（2010年）畢業，會考成績最
少4科達C級或語文科4級 （其中必須包括 中文4級、英文
4級、數學C級，三科中任何兩科在內）
2. 文科總分達14分或以上，理科總分達17分或以上者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網上申請，網址：www.hktsa.com 登入順序：→獎學金
→「登記申請獎助學金」→ 登記後「送出」→「下載表
格」，填妥表格與申請文件一同交回香港台山商會

金額︰
港幣2,300元
名額︰
不限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瑪利諾中學

申請日期︰
不定

聯絡資料︰
瑪利諾中學
地址︰香港九龍牛頭角彩霞道45號
電話︰2758 3102
傳真︰2755 7634
聯絡人︰霍麗娥女士（獎學金受託人）
聯絡人電話︰9466 3298
網址︰www.mssch.edu.hk/fsa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若瑟獎學金｜高級程度會考

目的︰
獎勵曾獲頒若瑟獎學金而成功經大學聯招（JUPAS）入讀香
港之大學學位課程的瑪利諾中學校友會會員子弟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表可於1月1日起至1月31日致電校友會索取
• 申請獎學金應具備的証件：畢業証件影印本、成績影印
本、校友會會員証正反面影印本及有關的証明文件、証
書影印本等
• 所有申請須經校友會獎助學基金委員會審核，若發現不
合規定或虛報資料者，將不予受理
• 每位申請者只可申請助學金或獎學金其中一項，不得同
時申請兩項，否則不予受理
註：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可申請助學金但可申請獎學
金
申請日期︰
1月1日至2月15日
金額︰
視乎獎助學金的金額及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名額︰
視乎各分校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聯絡資料︰
香島中學校友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5樓
電話︰2381 7262
傳真︰2397 7296
電郵︰htmsaa@heungto.org.hk
網址︰www.heungto.org.hk

• 往各大學校務處索取申請表，然後網上登記取得申請序
號，或於辦公時間到該會會所索取申請表，填妥表格後
與連同申請文件一同交回香港台山商會
申請日期︰
9月
金額︰
視乎當時可用的款項及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名額：
視乎當時可用的款項及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而定
聯絡資料︰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137-139號三台大廈3字樓
電話︰2544 2417
傳真︰2545 8642
網址︰www.hkt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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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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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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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樂群康樂會
獎學金計劃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費減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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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香港堂助學金

目的︰
資助小學生或中學生的學費

目的︰
鼓勵該會會員或其子女努力向學，日後作為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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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尚未收到書面通知者，則當作未被接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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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鼓勵及協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繼續研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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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金額︰
學費半免或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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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不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者必須填妥申請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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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的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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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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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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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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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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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種類及申請資格︰
1. 英國倫敦商會–中級或高級會計考試–優異成績 （PASS
WITH DISTINCTION）
2.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中級文書處理–優異成績 （FIRST
CLASS PASS）
3. 校內各商業科目成績全年優異表現、每科每級一名（包
括會計科、商業科、經濟科、文書處理科、企業概論
科）

金額︰
種類1及2︰港幣200元
種類 3：港幣500元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地址：新界荃灣安賢街7號
電話：2490 8773
傳真：2490 8330
電郵：whfinfo@tiaccwhf.net
網址：www.tiaccwhf.net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校友陳俊民先生商科獎學金

目的︰
獎勵同學於商業科目上獲取卓越成績

桂華山中學榮神益人獎學金

目的︰
為各入讀本校之中一同學提供獎學金，藉以鼓勵學生繼續
發奮，榮神益人
種類︰
獎學金分為「學業成績優異生」、「品德兼備甲等生」及
「社會群育模範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申請資格︰
1. 入讀該校之中一同學
2. 各學習領域、課外活動及師長評語皆為考慮項目
3. 申請人倘為校長、師長推薦，當獲優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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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不定

申請日期︰
以2009年為例︰6月24日至7月30日
金額︰
每年港幣4,000 元
聯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校址：香港北角雲景道62號
電話：2571 1285
傳真：2807 0085
電郵：mail@ccckws.edu.hk
網址：www.ccckws.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學生填妥申請表交回該校，該校將為所有申請人提供
面試。

涂挽靈神父紀念基金（全年進步獎學金）

目的︰
推動該校學生的讀書風氣，鼓勵同學追求卓越及進步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瑪利諾中學

金額︰
每名港幣300元

申請資格︰
1. 學業成績方面︰
以百分比計算，比較學生上、下學期的總分，每級成績
進步最多的同學
2. 品行方面：
先由班主任推薦，再經訓導主任選出每級操行進步最多
的同學

名額︰
學業成績方面︰每級3名
品行方面：每級1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學生成績決定獲獎學生。

聯絡資料︰
瑪利諾中學
地址：香港九龍牛頭角彩霞道45號
電話：2758 3102
傳真：2755 7634
電郵：admin@mssch.edu.hk
聯絡人︰
學業成績方面獎學金︰陳瑞蓮副校長或朱世明老師
品行方面獎學金：朱世明老師
網址︰www.mssch.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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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舊生會運動員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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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聖芳濟中學校友會公開試獎學金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目的︰
獎勵該校同學在公開試取得優異成績
提供機構或學校︰
荃灣聖芳濟中學
申請資格︰
1. 該校中五及中七學生
2. 於香港中學會考考獲五科或以上優良成績
3. 於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和英語運用科
考獲合格，並在三科（ AL / AS ）或以上考獲優良成績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學校根據學生在公開考試之成績頒發。
申請日期︰
不定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按每一個C級港幣300元、B級港幣600
元及A級港幣1,200元的標準頒發獎學金。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荃灣聖芳濟中學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咸田街60-64號
電話：2492 0226 / 2492 0227/ 2492 9092/ 2490 8821
傳真：2614 6009
電郵：sfs-principal@hkedcity.net （校長）
網址︰www.sfxsaa.net

目的︰
獎勵全年運動表現佳的同學，鼓勵彩天學生在體育運動方
面努力練習，發展自己的潛能，爭取卓越的成績
提供機構或學校︰
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
申請資格︰
甲. 個人獎項 （根據個人在全年的運動表現，頒發以下其中一項獎學金）
運動員獎 學金
名稱

金額
（港幣）

獲獎指標

特別大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500元

打破香港紀錄（任何個人項目）
打破香港青年組／分齡組／校際（第一組） 錦標賽紀錄
在校際田徑錦標賽／天主教教區中學聯動會中，獲得兩枚或以上金牌
在校際田徑錦標賽／天主教教區中學聯動會，獲得一枚金牌

運動員獎學金名稱

金額
（港幣）

獲獎指標

卓越接力隊伍獎
團體表現躍升獎
團體表現卓越獎
卓越球類隊伍金獎
卓越球類隊伍銀獎
卓越球類隊伍銅獎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800元
400元

在校際田徑錦標賽接力項目獲得金牌
在任何校際比賽獲組別躍升
在任何校際比賽獲得分組冠軍
在任何校際球類比賽中獲得銀牌
在任何校際球類比賽中獲得銀牌
在任何校際球類比賽中獲得銅牌

乙. 團體獎項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舊生會主席吳國鈞先生及該校體育科老師評審，所有
得獎者需要提交一篇介紹個人／團體成就及得獎感想和
獲獎心得的報告／網頁，以供其他同學學習。
申請日期︰
不定
名額︰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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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香港中學會考︰按每一個C級港幣200元、B級港幣400元及A
級港幣800元 的標準頒發獎學金；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
之4級、5級及5*級分別等同於C級、B級及A級。

聯絡資料︰
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
地址：九龍彩虹村紫葳路壹號
電話：2320 3594
傳真：2325 6405
校務處電郵：checssoffice@yahoo.com.hk
家長教師會電郵：pta@choihung.edu.hk
網址：www.choihung.edu.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提供機構或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申請資格︰
助學金︰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家境清貧學生
獎學金︰
1. 全一級成績第一、二、三名
2. 每班第一名
3. 每科第一名
4. 學業成績有進步者

申請日期︰
9月
金額︰
不定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種類︰
助學金，及全級成績首三名、班第一名、科第一名、學業
進步獎之獎學金

獎學金︰校方根據學生成績頒發，獲獎學生屆時將收到相
關回條。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地址︰屯門安定村
電話︰2458 0766 / 2458 4788
傳真：2440 0694
電郵：lkkclibr@hkstar.com
網址：www.lkk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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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銶琚博士獎助學金

目的︰
鼓勵就讀學生向學及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協助家境有需要
的同學

申請方法及流程︰
助學金︰可向負責老師提出申請，經過審核後，合資格者
便可獲得助學金。合資格申請者屆時將收到回條通知往校
務處領取及簽收助學金款項。

陳惠玲姑娘紀念助學金

目的︰
資助經濟上需要支援的會友或會友子弟就學
提供機構或學校︰
博愛潮語浸信會
申請資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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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請人需填寫申請表一份，未滿18歲者須請父母或監謢
人加簽
• 遞交申請表格，請附身份證副本、成績表副本
• 該會將約見申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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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知傑出學業獎學金

目的︰
獎勵及積極推薦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學習優異表現
提供機構或學校︰
匯知中學
申請資格︰
全年成績為全級前10名的學生，並積極參與校內閱讀及自
學計劃以及校外學術活動
種類及申請資格︰
中一升中二，中二升中三：全級考第1至10名
中三升中四：全級首20名
中四升中五：全班第1至4名
中五升中六：會考考獲20分（必須中英文合格）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老師推薦，經基金審批小組審批。
申請日期︰
不定

• 未成功申請者資料將會被註銷
• 表格可於該會網頁下載，或直接向本會牧師、分堂傳道
索取
申請日期︰
以2010-11年度為例︰7月11至25日
金額︰
港幣2,000元
名額︰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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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6 1286
傳真︰2324 6049
電郵︰info@blsbc.org
網址︰www.blsbc.org

金額︰
• 中一升中二，中二升中三：
全級首5名 可獲至少等同該年全年學費的獎學金
全級考第6至10名可獲至少等同該年半年學費的獎學金
• 中三升中四：
全級首10名可獲至少等同該年全年學費的獎學金
全級第11至20名可獲至少等同該年半年學費的獎學金
• 中四升中五：
全班第1名可獲至少等同該年全年學費的獎學金
全班第2至第4名可獲至少等同該年半年學費的獎學金
• 中五升中六
學費全免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匯知中學
地址：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2號
電話：2706 6969
傳真：2706 9906
電郵：enquiry@qualiedcollege.edu.hk
網址：www.qualiedcolleg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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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嗇色園助學金

申請日期︰
以2010-11年度為例︰9月3日至7日可以索取申請表，9月10日
截止申請

提供機構或學校︰
嗇色園

金額︰
中一至中五︰港幣3,000元
中六至中七︰港幣5,000元
（除特殊情況外，中一至中三只獲半額助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申請資格︰
嗇色園轄下中學生
申請人須為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而該名學生須：
1. 獲全額政府車船津貼／書簿津貼（如暫未知結果者，可
先行申請）
2. 於上學年學業成績及操行均表現良好
3. 獲班主任推薦
4. 沒有以個人或家庭名義獲得政府綜合援助
申請方法及流程︰
每年9月有關學校會發出有關「嗇色園助學金」事宜的通
告。（嗇色園轄下各間學校的申請細則略有不同，請自行
留意）
申請方法：
• 於9月開學後，有意申請者可向班主任索取申請表格
• 將申請表格連同該學生之 09/10年度期終考試成績表副本
交回班主任
• 經班主任推薦交回本校

目的︰
鼓勵品學兼優、勤力上進但有家庭負擔的學生，減輕他們
的經濟壓力；無論能否升上大專，均可獲資助繼續進修英
語
提供機構或學校︰
奧天慈善教育基金
申請資格︰
1. 應屆高級程度會考之中七考生
2. 連續報讀 K.OTen Super English Force 至少六期中七常規
課程
3. 申請人必須年滿17歲及不超過25歲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到該基金網頁下載申請表格
• 填妥申請表格，並連同近照、一封不少於三百字之自薦
信（中英均可）及所需文件（如日校成績表、會考證書
等）寄回該基金
• 合資格者將獲邀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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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嗇色園
地址︰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村2號
電話︰2327 8141
傳真︰2351 5640
電郵︰info@siksikyuen.org.hk
網址︰www.siksikyuen.org.hk
www.hongai.edu.hk
www.hodao.edu.hk
*附註︰
以上資料參考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及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於2010年9月1日發出的通告。

審核程序：
• 審查「學生資助處」對申請人之車船津貼／書簿津貼之
審批結果
• 核實申請人是否接受綜援
• 對資料不詳或情況特殊之申請人進行家訪

重考高考英語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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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資助家庭經濟有困難之學生，使其免受困難影響，得以完
成學業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由港幣2,000至5,000元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奧天慈善教育基金
地址︰旺角郵政局信箱78916號
電話︰不適用
傳真︰3585 5413
電郵︰scholarship@ofund.hk
網址︰www.ofund.hk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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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新來港學童會員獎勵計劃

目的︰
提供獎學金予就讀小學一年級至中學五年級而努力求進之
來港定居不足3年學童會員，鼓勵其努力向學，日後作為社
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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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喇沙中學發展基金助學金

目的︰
資助經濟困難之學生

金額︰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新界喇沙中學

名額：
不定

申請資格︰
新界喇沙中學之學生

聯絡資料︰
新界喇沙中學
地址：新界上水金錢村
電話：2670 0443
傳真：2679 0161
電郵：email@delasalle.edu.hk
網址：www.delasalle.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生須填妥申請表格，透過班主任提出申請。
申請日期︰
不定

楊衢雲紀念獎學金（中五畢業生）

目的︰
為紀念楊衢雲志士而設，紀念其事跡，藉以加強學生對國
民教育之認識
提供機構或學校︰
培英中學
申請資格︰
1. 培英中學應屆中五畢業生
2. 操行在B+或以上
3. 升讀該校AL課程
4. 會考成績6科總分最高者（惟不得低於18分，可依當時之
標準調整）
申請方法及流程︰
• 校方按成績頒發（由升就組協助）
• 如有同分者則平分獎學金
• 如無合資格人選，則頒發給校方認為最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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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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港幣2,000元
名額：
1名
聯絡資料︰
培英中學
地址：香港薄扶林華富道55號
電話：2550 3632
傳真：2875 8633
電郵：info@puiying.edu.hk
網址：www.puiy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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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協助培養新一代的音樂人。透過贊助有音樂才華而又表
現卓越的本校學生，在本地、或赴外國攻讀、深造音樂課
程
提供機構或學校︰
獅子會中學
申請資格︰
1. 以良好或以上的成績通過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術科考
試，或其他本港認可並提供術科考試的音樂學院，並達
五級或以上程度
2. 申請學生無須表演多種樂器，然而若學生能演奏超過一
種樂器，有關因素亦會被列入考慮之列

金額︰
每位成功申請者均可獲港幣25,000 元資助
名額︰
4名
聯絡資料︰
獅子會中學
地址︰香港新界葵芳興盛路90號
電話︰2614 7938
傳真︰2614 5117
網址︰www.lionscollege.edu.hk

目的：
獎勵成績優異學生

金額：
最高金額為港幣10,000元或最少等同全年學費

提供機構或學校：
萬鈞教育基金

名額：
10名

申請資格：
1. 全年成績為全級前10名的學生
2. 小六學生於入學前的校內成績為全級前10名，並獲原小
學校長推薦

聯絡資料：
萬鈞教育基金
地址：香港天水圍天華路51號
電話：2448 2122
傳真：2447 1924
電郵：pakkaues@netvigator.com
網址：www.eduyoung.edu.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自行向學校申請
申請日期：
不定

精英成材齊獎賞獎學金

目的︰
本校全力資助學生及在職人士報讀夜校中四／中五課程，
確保任何人士皆有進修機會

名額：
不限，惟夜校同學祗可獲取其中一項。

提供機構或學校︰
• 路德會持續進修教育部
• 路德會呂祥光夜中學
• 路德會沙田夜校
• 馬錦明慈善基金
• 馬陳端喜紀念夜校
• 路德會聖十架夜中學
• 路德會西門英才夜校

聯絡資料︰

申請資格︰
凡於中學會考考獲教育局公佈之中六第一階段收生要求：
1. 中、英、數合格之該夜校中五同學
2. 六科考獲十四分或以上
3. 報讀該夜校中四或中五課程同學，並符合出席率要求 （
全年上課時間75%或以上／有工作證明者 60%） ，一律
可獲全年學費33%之獎學金資助 （年齡不限）
申請方法及流程︰
成為本校學生且達到申請資格要求。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達到中六第一階段收生要求可獲等同全年學費之獎學金 （
港幣8,100元）
報讀本夜校中四或中五課程同學可獲全年學費33%之獎學
金資助。（本年度為港幣2,6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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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不定

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生需填妥申請表格並連同主樂器老師的推薦信及其他有
關文件或資料呈交本校，作為申請音樂基金之用。

萬鈞教育基金 ─
傑出學業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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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顧嘉煇音樂基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路德會持續進修教育部
地址︰荃灣路德圍 31號路德會教育綜合大樓409室
電話︰2415 7666
路德會呂祥光夜中學
地址︰ 屯門安定村
地址︰ 2450 2808
路德會沙田夜校
地址︰ 沙田安景街5號
地址︰ 2686 1617
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陳端喜紀念夜校
地址︰ 將軍澳運隆路2號
地址︰ 2246 3240
路德會聖十架夜中學
地址︰ 荃灣路德圍31號
地址︰ 2415 7025
路德會西門英才夜校
地址︰ 元朗公園北路1號
地址︰ 2944 0106
網址：www.evening-college.edu.hk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5月7日至5月3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金額︰
每名港幣400元

申請資格︰
1.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各級品學優異的同學
2. 家境清貧者優先

名額：
5名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家長教師會公開接受各家長會員申請 （ 正領取綜合援助
金之家庭亦可提出申請，獲獎同學將不會影響其綜合援
助之金額）
• 以2009年度為例，如欲提出申請，可於指定日期前或以
前向班主任領取申請表格，填妥後於限期前交還校務處
曾小姐
• 申請結果將於七月公佈

聯絡資料︰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地址︰青衣長康邨第5期
電話︰2495 5890
傳真︰2434 2358
網址：www.lstlcw.edu.hk

潔心助學金

目的︰
協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

金額︰
視乎需要而定

種類︰資助項目包括︰
1. 資助清貧學生
2. 緊急援助
3. 資助學生參加學校活動 （中四至中七）

名額︰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潔心林炳炎中學
申請資格︰
經濟有困難的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 「資助清貧學生」及「緊急援助」可透過班主任向校長
申請
• 「資助學生參加學校活動 （中四至中七）」 可透過負責
老師向校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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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目的︰
鼓勵同學進德修業，奮發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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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日期︰
不定
聯絡資料︰
潔心林炳炎中學
地址： 九龍橫頭磡富美街9號
電話： 2337 9594
傳真： 2336 3549
網址： www.kitsam.edu.hk

潮安同鄉會會員子女獎學金

目的︰
鼓勵會員子女，敦品勵行，勤奮向學，為社會造就人才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潮安同鄉會

金額︰
不定

申請資格︰
1. 應屆高級程度會考，必考之中英2科及選修2科合共4科都
達C級以上，操行為A級者
2. 應屆中學會考，最好6科成績總分18分或以上，操行B至
A級者
3. 小學升中，以香港注冊立案之中英文小學在學由五年級
上下學期至六年級上下學期（即3期），每學期學業總平
均分達80分以上，操行B至A級

名額：
15名
聯絡資料︰
香港潮安同鄉會
電話：2540 6279
傳真：2559 9482
電郵：sec@hkchiuchow.org
網址：www.hkchiuchow.org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連同相關學業成績資料提交予潮安同鄉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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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獎勵基督教服務表現優異學生

金額︰
視乎獎學金款額而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公會陳融中學

名額︰
1名

申請資格︰
中四至中七級基督教服務表現優異學生

聯絡資料︰
聖公會陳融中學
地址︰新界上水石湖墟智昌路6號
電話：2671 8989
傳真：2679 3399
電郵：info@skhcyss.edu.hk
網址：www.skhcyss.edu.hk

提名程序︰
由班主任提名
申請日期︰
不適用

儲黃合優紀念獎學金

目的︰
提升初中同學之品德修養，從而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以
達至進德修業之精神
提供機構或學校︰
聖芳濟各書院
申請資格︰
1. 就讀該校中一至中三之同學
2. 於學年內無任何記過或記缺點紀錄，獲記功或優點更佳
3. 守時紀錄良好，全學年沒有遲到紀錄
4. 學業成績於全級排名30以內
申請方法及流程︰
每級被提名學生將按其得分排列推薦次序，並於教職員會
議中決定得獎者。

騏利洋行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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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慶年先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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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金額︰
金獎︰港幣2,000元、銀獎︰港幣1,000元、銅獎︰港幣500
元、另每名得獎者可獲證書乙張
名額︰
初中 （中一至中三） 每級設金、銀、銅獎各一名
聯絡資料︰
聖芳濟各書院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欣盛里1號
電話：2677 9702 / 2677 9709
傳真：2677 9759 / 2677 9725
電郵：principal@sfac.edu.hk
網址：www.sfac.edu.hk

目的：
鼓勵品學兼優學生勤奮向學

金額：
每名港幣500元

提供機構或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名額：
4名

申請資格：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四至中七學學生，各級文科第一名

聯絡資料：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地址：九龍何文田巴富街22號
電話：2762 1183
傳真：2711 4743
電郵：stfaswc school.hk
網址：http://stfaswc.school.net.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校方根據成績頒授
申請日期：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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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不定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教育

申請資格︰
申請學生在申請學年及下一個學年亦就讀本校。
必須遞交申請。申請人必定是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
申請將根據申請學生的能力及特質評定，部分準則如下：
1. 學業表現
2. 校內、外獲獎紀錄
3. 品學表現
4. 語文及溝通能力
5. 解難能力
6. 創意及表演藝術
7. 體育活動
8. 服務和領導才能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人須於每學年遞交新申請
• 申請表格可於校務處索取
• 填妥之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之副本，包括有關學生
傑出表現之推薦信及檔案夾，須於截止申請日期前送交
校務處

蘋果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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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構或學校︰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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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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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
邨駿盈街八號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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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中學，大學均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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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每個獎學金相等於一半至全部學費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羅定邦中學

• 所有申請獎學金的學生均會獲邀面試
• 所有申請將由「學費資助及獎學金委員會」 評審
• 學校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申請結果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羅定邦中學
地址：新界大埔馬聰路8號
電話：2685 1210
傳真：2685 1212
電郵：ltpss@ltpss.edu.hk
網址：www.ltp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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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定邦中學獎學金

目的︰
為獎勵學生在各方面的卓越成就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不定
名額︰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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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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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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