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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其他
目的︰
資助欲往法國留學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申請資格︰
1. 港澳居民、不可是法國公民和已居於法國
2. 在1979年12月31日以後出生
3. 願意去法國留學，及主修以下高等教育課題：
• 商務 ／管理
• 法律／政治學／行政
• 科學 ／工程
• 設計 ／建築 ／城市規劃
•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
• 美術 ／創意媒體
申請方法及流程︰
將申請表格連同身份証副本、履歷表、法語証明（非強
制）、介紹信（非強制）在2010年4月20日前交到下址︰
Jean-Charles Briand, Scientific Officer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25/F, Tower 2, Admiralty Centre, 18 Harcourt Road
Hong Kong

鄧以明總主教教育基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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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Alexandre Yersin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Alexandre Yersin Excellence Scholarship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2010年4月20日
金額︰
• 每月歐元909的資助 （約港幣$10,000元）
• 社會福利，公共責任保險和遣返住宿的協助（“EGIDE”提
供服務幫助學生找尋住所），社會以及文化活動的指南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地址︰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第二座25 - 26樓
電話︰ 3752 9900
傳真︰ 3752 9901
電郵︰scholarships@consulfrance-hongkong.org
聯絡人︰Mr. Jean-Charles Briand
聯絡人電話︰ 3752 9977
網址：www.consulfrance-hongkong.org

Archbishop Dominic Tang Education Fund-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成績優異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教區主教公署
申請資格︰
1. 必須為天主教教徒
2. 必須被擬就讀的學院接納入學才會獲頒發獎學金
3. 需接受聖經、神哲學、教理、牧民等有關學科的培育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可於網上下載申請表格，或親自致函向「鄧以明總主教
教育基金」秘書處索取
• 填妥申請表格後，請寄回「鄧以明總主教教育基金」秘
書處收
• 推薦人及推薦信：
a. 申請人必須得兩位推薦人的書面推介
b. 推薦人應以機密方式，直接寄回「鄧以明總主教教育
基金」秘書處收

c. 推薦人必須認識申請者至少三年
d. 推薦人身分可以是：堂區神父、牧職修女、公教機構
或學校負責人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金額︰
根據不同個案而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教區主教公署
地址︰香港堅道16號天主教教區中心12樓
電話：2843 4674
傳真：2840 1727
網址：http://dcc.catholic.org.hk

運動員退役再創高峰資助計劃

Athleete Retirement Assistance Grant
目的︰
鼓勵在養和醫院服務的校友在護理專業上進修，以提高護
理水平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申請資格︰
1. 曾代表香港參加重要的大型國際賽事
2. 由參與競賽性轉為正式退役之運動員
3. 申請時須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或擁有香港居留權
4. 如申請運動創傷復康醫療，必須提交醫生證明及／或有
關醫療記錄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表格可見於 www.hkelite.org/newweb/download
• 所有申請必須親身遞交或郵寄至「精英運動員慈善基
金」秘書處
申請日期︰
基金全年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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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從 5月中旬開始，而結果在2010年6月17日公佈

金額︰
「計劃」將為合資格的運動員提供最高達七成的經濟援助
予以下範圍之費用
• 教育進修
凡報讀香港認可之香港或海外之專上學院或大學所提供
之教育課程
• 職業培訓
鼓勵運動員在尋找工作前報讀一些軟性技巧訓練課程，
如有關面試、溝通、人際關係等職前訓練之課程；或任
何有助申請者發展其往後事業之課程
• 運動創傷復康醫療
凡因長期受訓引致之傷患或因訓練所導致與健康有關的
病症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精英運動員慈善基金
地址︰新界 沙田美林邨美楓樓B座地下36及38號
電話︰2688 0486
傳真︰2688 0496
電郵︰info@hkelite.org
網址︰www.hkelite.org

Others
其他
CASH Music Scholarship for Overseas Studies

申請資格︰
1. 必須為30歲或以下之香港居民
2. 有一定程度的音樂修養及知識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將填妥之申請表及相關文件以電郵方式寄回
• 附件包括3首不同類型的音樂作品 （必須有音譜，而錄音
若有也可附設）
• 經審查後，合資格之申請將轉交評審委員會甄選

金額︰
最多可獲獎學金合共港幣165,000元，資助範圍包括學費、
生活費及來回機票
名額︰
1名
聯絡資料︰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環亞畢諾道三號環貿中心18樓
電話︰2846 3298
傳真︰2846 3261
電郵：music.fund@cash.org.hk
聯絡人︰羅元徽小姐（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企業傳訊
部主管／CASH音樂基金總監 ）
網址︰www.cash.org.hk

長洲惠海陸同鄉有限公司獎學金

Cheung Chau WeiHoiLuk Clansmen Ltd Scholarship
目的︰
鼓勵會員及其子女勤奮向學

申請日期︰
以2010年度為例︰7月20日至8月2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長洲惠海陸同鄉有限公司

名額︰
不定

申請資格︰
1. 該會會員、會長、名譽會長、顧問、其子女及內孫
2. 就讀本港中、小學於升班試考取首、二、三、四、五名
或中、英、數三科為AAA、AAB、ABB、考取香港政府
認可大學入學學位、應屆碩士或博士學位

聯絡資料︰
長洲惠海陸同鄉有限公司
地址：新興街15號
電話：2981 3382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weihoiluk

金額︰
• 每班第一名或中、英、數三科為AAA者︰港幣500元
• 每班第二名或中、英、數三科為AAB者︰港幣400元
• 每班第三名或中、英、數三科為ABB者︰港幣300元
• 每班第四名及第五名：港幣200元
• 考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大學入學學位者：港幣700元
• 考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碩士或博士學位者，另設花牌恭
賀
• 直屬內孫：考取上述成績者一律港幣200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有限公司

申請日期︰
以2009-10年度為例︰由2010年1月至 2010年3月31日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音樂獎學金
CASH

目的︰
贊助有音樂才華之本地人士，赴外國攻讀、研習及進修作
曲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友培育基金獎學金

Constitution of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Laity Formation Fund
目的︰
按香港教區需要來培育本地教友，協助申請者在本港或外
地接受聖經、神學、宗教教育、倫理、社會正義、禮儀、
牧民等有關學科的培育，支付學費／或生活費

申請日期︰
本地課程申請截止日期為每年7月31日
海外課程申請截止日期為每年1月31日
（必須填寫英文表格）

提供機構或學校︰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友培育基金

金額︰
每個個案都由董事局開會決定發放金額

申請資格︰
天主教教友以個人身份申請

名額︰
不限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必須填妥申請表，於申請截止日期前交回本獎學金辦事
處。申請人應附書說明接受該項培育之目的及將來之計
劃（申請表之附件一）
• 須有兩位推薦人（其中一位必須為神職人員或會士）。
推薦人應填妥推薦書（申請表之附件二），直接寄交獎
學金遴選委員會。推薦人與申請人應有一定程度認識，
彼此相識至少三年
• 所有申請表格必須在截止日期前提交，逾期無效
• 合格申請人須接受獎學金遴選委員會遴選或面試，然後
由教友培育基金董事局作最後決定
• 所有申請，接受與否均在截止日期後兩個月內答覆

聯絡資料︰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友培育基金
地址︰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友培育基金辦事處
香港堅道16號教區中心12樓
電話：2525 8021
傳真：2840 1727
電郵：vgoffice@catholic.org.hk
網址：www.catholi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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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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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智優青年設計才俊大獎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Design Smart Young Design Talent Awards
目的：
獎勵傑出的設計師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大獎秘書處
申請資格：
1. 30歲或以下
2. 香港永久性居民
3. 在設計業具備最少1年全職工作經驗
4. 提交最多10件設計作品及作品集
5. 獲僱主或受聘公司、設計院校、設計或工商機構，或設
計專業人士提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 提名人和候選人必須填妥有關網上表格，候選人需於截
止日期前提交作品集，有關文件，證書及其他有關參考
資料與主辦機構
• 候選人及提名人可於 www.ydta.hk 完成網上報名及提名
手續。報名表格由候選人填寫，而提名表格則由提名人
填寫。候選人和提名人須於截止日期前，各自遞交網上
表格予主辦機構。候選人需於截止日期前提交作品集，
有關文件，證書及其他有關參考資料與主辦機構，地址
如下：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大獎秘書處
香港設計中心
香港九龍塘達之路72號創新中心1樓
• 報名和提名費用全免

金額：
最高為港幣30,000元
名額：
2名
聯絡資料：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大獎秘書處
地址：香港九龍塘達之路72號創新中心1樓香港設計中心
電話：2522 8688
電郵：enquiry@ydta.hk
網址：www.ydta.hk
附註：
• 得獎者須簽署一份承諾書，承諾在完成培訓或實習後，
立刻返港工作至少連續兩年，為香港各行各業的設計與
創新發展作出貢獻
• 並應主辦機構的要求，與相關人士分享培訓或實習經驗
• 得獎者如未能實踐承諾，則可能被要求退回本計劃發放
的資助給主辦機構或贊助機構

Diana Scholarship
目的︰
表揚在學術，品行及音樂上有傑出成就的參賽者

申請日期︰
以2009-10年度為例︰由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及戴安娜獎學金理事會

金額︰
根據每年情況決定來年的得獎金額

申請資格︰
獲提名的學生必須︰
1.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2010或國際聯校視藝大賽2010參賽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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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的全日制學生
3. 25歲或以下
4. 獲提名的學生於過去一學年內的學業成績，操行及對社
會有傑出貢獻
5. 校長的推薦信

名額︰
每年將根據情況決定來年的得獎名額
（例子︰戴安娜獎學金2010的名額為30名）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寫戴安娜獎學金2010年度申請表，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
副本一併遞交（不接受傳真及電郵申請）， 郵寄至︰香港
新界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二樓208鋪，信封面請註明「申請
戴安娜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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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
2010年10月6日

聯絡資料︰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及戴安娜獎學金理事會
地址：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二樓208鋪
傳真：2617 9831
電郵：diana@hkget.com
網址：http://hkget.isipc.net
*附註
得獎者必須出席國際聯校音樂大賽的總決賽及頒獎典禮，
否則將被取消資格（包括有關證書及書券）

Others
其他
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 Scholarship
• 接受面試

提供機構或學校︰
英孚教育中心

名額︰
7名

申請資格︰
1. 中五或以上程度
2. 年齡為25歲以下，並獲得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大學基
礎課程 ／商業管理文憑 取錄之學生
3. 必須報讀於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的課程

金額︰
根據學生的成績和學術背景發放港幣10,000元或港幣50,000
元的獎學金
聯絡資料︰
英孚教育中心
地址：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蜆殼大廈23樓2301-8室
電話：2111 2388
傳真：2157 0807
電郵：study@broad@ef.com
網址︰www.ef.com.hk/upa

第一級別
─
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進修資助

Elite Athletes Education Subsidy – Level One
目的︰
鼓勵同學多元發展，積極進取，努力學習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體育學院
申請資格︰
1. 必須是全職或兼職精英及青少年運動員
2. 在青少年組別運動成績得到精英資助評分4分或以上
3. 已投入該項運動項目訓練不少於3年
4. 獲總教練批准
申請方法及流程︰
• 運動員必須每年遞交申請以作審批
• 審批時只會參考運動員最近的運動成績。
• 於資助期間，若運動員未能達到總教練為其定下的目
標，該筆資助可能被暫停或取消
• 總教練有最終決定權去批准或否決任何申請，同時為配
合個別運動項目的特殊需要，總教練可酌情處理個別申
請
• 根據總教練的酌情權及批准，運動員可在退役後一年內
提出申請此資助

申請日期︰
每年接受一次申請，約於1月或2月期間，截止申請日期則
每年不同
金額︰
1. 發還全年課程費用的四成或上限港幣10,000港元（以數額
較小者為準）
2. 每一個課程最多可獲三年資助（每名運動員只可獲批准
一次）
名額︰
每年20名
聯絡資料︰
香港體育學院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源禾路25號
電話：2681 6528
傳真：2697 3765
網址： www.hksi.org.hk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填妥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申請表格
• 遞交學術成績（包括HKCEE或A-level及3年校內成績）
• 提交英語成績（IELTS / TOEFL）或接受 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 的免費英語測試
• 撰寫一篇不少於200字的文章，闡述申請獎學金之原因及
完成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課程後的升學計畫
• 學校推薦信或任何您認為可讓您成功獲得獎學金的文件
及資料

申請日期︰
3月至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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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

目的︰
為符合修讀EF University Preparation於英國／北美洲／澳洲／
新加坡的大學基礎課程 ／ 商業及管理文憑的學生而設，目
的為實現同學海外升學的夢想

第二級別
─
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進修資助

Elite Athletes Education Subsidy – Level Two
目的︰
鼓勵同學多元發展，積極進取，努力學習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體育學院
申請資格︰
1. 必須是全職或兼職精英及青少年運動員
2. 在高級組別運動成績得到精英資助評分3分或以上
3. 已投入該項運動項目訓練不少於3年
4. 獲總教練批准
申請方法及流程︰
• 運動員必須每年遞交申請以作審批
• 審批時只會參考運動員最近的運動成績
• 於資助期間，若運動員未能達到總教練為其定下的目
標，該筆資助可能被暫停或取消
• 總教練有最終決定權去批准或否決任何申請，同時為配
合個別運動項目的特殊需要，總教練可酌情處理個別申
請
• 根據總教練的酌情權及批准，運動員可在退役後一年內
提出申請此資助

申請日期︰
每年接受一次申請，約於1月或2月期間，截止申請日期則
每年不同
金額︰
合資格的申請人可獲：
1. 發還全年課程費用的八成或上限港幣20,000元〈以數額較
小者為準〉
2. 每一個課程最多可獲3年資助
（每名運動員只可獲批准一次）
名額︰
每年15名
聯絡資料︰
香港體育學院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源禾路25號
電話：2681 6528
傳真：2697 3765
網址：www.hks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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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體育獎學金計劃
Oreg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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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風濕病基金會研究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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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rthritis and Rheumatism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目的︰
提供獎學金以資助本地醫生及專業醫護人員到海外進修，
從而學習到外地對有關患者及相關醫護方面的治療方法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申請資格︰
1. 香港內科醫學院的研究員
2. 本地醫生及專業醫護人員 （需推薦書）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及申請指引可見於 www.hkarf.org

申請日期︰
以2009年度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6月30日
金額：
最高為港幣30,000元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地 址：九龍觀塘復康徑7號
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地下14室
電話：2346 6336
傳真：2346 6136
網址： www.hkarf.org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Oregon Scientific Sports Training Scholarship
目的︰
培養青年對體育的興趣，擴闊視野，學習克服困難 ，提升
自我能力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青年協會
申請資格︰
1. 15至25歲青少年
2. 申請人須證明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參與體育運動，但
因為家庭環境或其他因素，而未能負擔有關費用
3. 提交兩份由學校老師、社工 、註冊教練 、青年工作機構
或運動訓練 團體簽發的推薦信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於香港青年協會網頁下載，或於以下部門索取 ：
• 香港青年協會 Oregon Scientific 體育訓練獎學金秘書處
• 香港青年協會轄下各青年空間
• Oregon Scientific 專門店
填妥表格後，可親身、 郵寄或電郵至香港青年協會 Oregon
Scientific 體育訓練獎學金秘書處

運動組別：
初級組－須於主辦機構預訂之7項運動課程，選取一項作訓
練，課程包括獨木舟、滑浪風帆、劍擊、 高爾夫
球、山地單車、實用射擊及徒手潛水
精英組－可自行計劃訓練項目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金額︰
初級組 ： 每名最高港幣4,000元
精英組 ： 每名最高港幣10,000元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協會Oregon Scientific 體育訓練獎學金秘書處
地址：九龍大角咀必發道54號5樓
電話：2395 5759 （香港青年協會文康體藝組）
傳真：2787 1479
電郵：lcss@hkfyg.org.hk
網址：www.hkfyg.org.hk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Wong Foon Yeung Scholarship
目的：
每年均以獎勵和資助方式，表揚青少年積極進取的人生態
度，並鼓勵他們持續進修，發展潛能，實踐個人理想和目
標

金額：
每位得獎同學均獲頒獎狀及獎學金，以資助他們進修或報
讀訓練課程。而所有獲提名的同學亦會獲發嘉許狀，以表
鼓勵。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青年協會

名額：
20名

申請資格：
有逆境自強的經歷

聯絡資料：
香港青年協會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21樓
電話：2527 2448
傳真：2528 2105
電郵：hq@hkfyg.org.hk
網址：www.hkfyg.org.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瀏覽社會服務機構，學校提名，以及香港青年協會的宣
傳和網頁
• 接受申請者將獲邀出席兩次面試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Others
其他

種類：
基金由羅莎娜助學金及喇沙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發展基
金合併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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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協會不少於一年的殘疾會員
3. 就讀為期不多於六個月的非全日制之學術性／職業訓練
課程或興趣班
4. 需要經濟資助以就讀有關課程。

申請日期：
每年5月 / 10月開始接受，6月及11月最後一個工作天截止
金額：
資助有關課程之費用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香港傷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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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兩類會員將可獲優先考慮：
1. 肢體傷殘及精神病康復會員
2. 積極參與及對協會有貢獻的會員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基金會於每年五月及十月公佈申請細則
• 申請表格可於協會轄下各中心索取
• 申請表格必須填寫妥當，並由中心負責職員推薦
• 所有申請表格必須於6月及11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呈交至香
港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2室香港傷健協
會總幹事。
• 逾期申請將不獲受理
• 申請者須符合「學費資助」及「專業考試費資助」 之條
件，才可獲發放撥款

香港傷健協會傷健兒童基金

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PHAB Children Fund
目的：
為殘疾兒童提供復康支援，從而改善其生活質素

申請日期：
全年均接受申請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傷健協會

金額：
撥款可用於下列範圍，而該等項目必須未能獲其他基金資
助：
1. 購買由醫務人員推薦使用之復康器材
2. 支付有助復康過程之有組織性活動
3. 支付與學習有關之特殊需要

申請資格：
1. 必須為香港居民、肢體傷殘及18歲或以下
2. 必須由學校／醫院／社會服務機構／社會福利署／教育
署轉介
3. 申請者之家庭若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之受助者可獲
優先考慮
4. 若於三年內呈交多於一次申請，可能不被考慮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者可於香港傷健協會總辦事處索取申請表格或於協會
網頁 www.hkphab.org.hk 下載。填妥後連同下列文件交回香
港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2室香港傷健協會
總幹事。
• 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副本
• 最近期之醫生報告副本
• 申請項目之報價單
• 過去12個月之家庭收入證明，如薪金通知書、稅單、銀
行月結單等，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證明文件
• 有關學校／機構／部門之推薦書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協助殘疾會員就讀各項短期或非全日制之學術性／職業訓
練課程或興趣班，從而使其重建自尊及加強其就業機會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香港傷健協會助學基金

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Phab Bursary Fund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傷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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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香港欖球總會慈善基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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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社會服務獎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HKMA Community Service Scholarship
目的︰
為義工導師提供管理培訓，藉此加強對社會的支持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申請資格︰
1. 須擔任義工服務培訓工作，並獲其所屬機構提名
2. 申請人可選讀 www.hkma.org.hk 附頁所載任何一項管協開
辦的課程
申請方法及流程︰
• 申請表格可見 www.hkma.org.hk
• 所有申請人須以中文或英文提交一份約200字簡介書，闡
述其義工服務背景，以及選修課程日後對他／她的裨益

金額︰
簡介書最佳者將獲遴選委員會頒授獎學金。獎學金額根據
不同情況而定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地址： 香港黃竹坑業興街11號南匯廣場B座16樓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社會服務獎學金專責小組
電話：2766 8596 （劉小姐） / 2774 8516 （張先生）
傳真：2365 1000
網址：www.hkma.org.hk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HKRFU Charitable Trust Fund Educational Scholarship
目的︰
幫助在學業上有出色成就而需要經濟援助的欖球員而設立

申請日期︰
8月至9月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欖球總會

金額︰
每年不同

申請資格︰
1. 在獎學金開始發放時必須為香港居民
2. 目前的生活開支全部或大部分由家長支付或由監護人作
有限度承擔
3. 獲得其欖球會會長或球隊教練證明其對欖球運動的支持
和不少於兩年的參與，並獲得所就讀學校的校長加簽作
實申請人目前並沒有同時受惠於其他獎勵或獎學金
4. 符合所有其就讀院校的申請程序及入學要求，並獲派發
該校的學位

名額︰
每年不同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可於香港欖球總會辦工室或網頁取得。填妥的申請
表及下列文件須於新學年開始前（通常為每年九月）遞交
至香港欖球總會：
• 申請者於認可的公開或校內試的成績單副本
• 學校簽發的入學證明（如適用）副本
• 能顯示申請者於新學年所需支付的學費和其他費用的正
式文件副本
• 其他可協助香港欖球總會慈善基金委員會作出決定的相
關文件，如申請者家庭經濟狀況的證明

聯絡資料︰
香港欖球總會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1號體育大樓2001室
電話︰2504 8300
傳真︰2576 7237
聯絡人︰趙國光先生（社區聯絡幹事）
聯絡人電郵︰ kk.chiu@hkrugby.com
網址︰www.hkrugby.com

Hong Kong Scholarship on the Clore Leadership Programme
領袖培訓計劃︵香港獎學金︶
C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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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培育具領導才能的創意人才，供本地藝術界人士申請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藝術發展局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有至少有5年在藝術或文化上的經驗
2. 申請者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課程結束後必須回港
3. 申請者必須掌握流利英語 ， 能講能寫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者須將申請書投進收集箱內。郵寄申請以郵戳為準，
凡逾時或以傳真、電子郵件方式遞交的申請將不獲處理
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3月15日至 3月26日

金額︰
獎學金總額為20,000英鎊，其中14,000英鎊供獎學金得
主用以支付課程及講座費用、食宿及機票等開支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藝術發展局
地址：香港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和域大廈東翼14樓
電話：2820 1027
傳真：3106 0968
聯絡人︰唐小姐（幹事）
聯絡人直線：2820 1082
網址：www.hkadc.org.hk
*附注︰成功申請者在藝術和文化區必需工作至少2年

Others
其他
金額：
年批港幣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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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
2. 就讀於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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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kylm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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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曹李惠卿女士紀念基金

Ms Chao Lee Wai Hing Memorial Scholarship
目的︰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資助清貧學生及於親子閱讀計
劃成績優異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保良局
申請資格︰
就讀於保良局曹金霖夫人幼稚園學生：
1. 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
2. 清貧學生
3. 於親子閱讀計劃成績優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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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金額：
年批港幣6,400元，視乎合資格申請人決定金額的多少
名額︰
視乎合資格申請人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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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捷堂優質幼教獎學金

Neuroacademi Early Elite Education Scholarship
目的︰
幫助家長減省教育開支，並藉此鼓勵家長加入早期優教行
列
提供機構或學校︰
思捷堂
申請資格︰
有意為子女提供早期教育的家長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表格可見於 www.neuroacademi.com/scholarshipform.php
，或於思捷堂索取。
申請日期︰
以2009-10年度為例，截止申請日期為8月31日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獎勵整體表現良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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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珠紀念特殊教育獎學金

Lam Chu Memorial Speci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金額︰
每名家長可獲港幣20,000元
經評選獲得獎學金的家長，可使用獎學金報讀以下的香港
教育機構︰
• 所有英基中、小學
• 拔萃男書院小學部
• 拔萃女書院
•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小學
• 弘立書院
• KinderU
• KinderU Suzuki Music Academy
•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 右思維幼稚園
• 聖士提反書院（中、小學）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思捷堂
地址：香港尖沙咀東部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310室
電話：3428 5529
電郵：parent@neuroacademi.com
網址：www.neuroacade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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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其他
目的︰
資助香港具潛質運動員備戰倫敦2012奧運會
提供機構或學校︰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申請資格︰
由參加夏季奧運會運動項目的體育總會，負責提名具潛質
的香港運動員申請此獎學金計劃
申請方法及流程︰
港協暨奧委會特組成小組以審批有關申請，經信興集團確
認後，申請人可在2010年8月至2012年1月期間獲頒獎學金。
申請日期︰
不定

連峻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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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獎學金計劃
Panasonic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Panasonic Sports Scholarship Programme

名額：
10名
聯絡資料︰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地址：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1號奧運大樓2樓
電話：2891 3106
傳真：2574 3399
電郵：secretariat@hkolympic.org
網址：www.hkspa.hk
www.hkolympic.org

Rene Lien Scholarship
目的︰
為鼓勵及給予學生認可與資助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臨床催眠學院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
2. 沒有修讀催眠學， 催眠治療， 心理治療及NLP課程
申請方法及流程︰
須於截止日期之前遞交以「你如何善用是次獎學金」為
題的 1,000 字文章（中／英文皆可），並連同履歷電郵至
scholarship@hkich.com 。

申請日期︰
以2009年為例︰
截止申請日期為12月15日
金額︰
每港幣12,800元 （即全期學費）
名額︰
1名
聯絡資料︰
香港臨床催眠學院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31-37號中國聯合銀行大廈403室
電話：2571 1751
電郵：scholarship@hkich.com
網址︰www.hkich.com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Scholarship for Prospective English Teachers
目的︰
吸引英語程度良好的人士，修讀相關的本地學位及／或師
資培訓課程，以取得所需資歷，從而在畢業後投身英語教
師行列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申請資格︰
中學、大學本科生及大學畢業生︰
1. 在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就讀全日制主修英國語文科學位教
師教育文憑課程
2. 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考獲B 級或以上成績，或
在其他考試考獲同等成績
3. 持有主修英國語文或相關科目的認可學士學位，而學位
榮譽等級為乙等一級或以上，或同等學歷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需填妥申請表格，連同證明文件副本，交回教育局
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
申請日期︰
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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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每位運動員將獲得合共港幣150,000元的資助，為期18個
月。

金額︰
每位獲頒準英語教師獎學金的本地學生，在修讀相關學位
教師教育文憑課程的一年內，可獲得港幣50,000元
名額︰
視乎合資格的申請人而定
聯絡資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地址︰香港中環花園道美利大廈17樓
電 話：3150 8339 / 2186 7531
聯絡人︰余小梨女士
電郵︰enquiry_ACTEQ_tpd@edb.gov.hk
網址︰www.edb.gov.hk
*附注︰獲得獎學金的學生須作出畢業後從事教學工作的
承諾。為履行承諾，他們須在畢業後立即在香港
的中／小學（提供正規課程的日校）擔任全職英文
科教師。獲頒為期四年的獎學金的學生須擔任全
職英文科教師三年，獲頒為期一年獎金的學生
則須擔任全職英文科教師一年。

Others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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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1. 經濟有困難之家庭（其定義請參閱網址）
2. 申請人之整體表現優良; 申請人學業成績優良; 或 申請人
有領導才能，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或社會服務; 或 申
請人在表演藝術有卓越表現或潛能
3. 申請人必須根據教育局的定義被評定為視障，即申請人
最佳視力的一隻眼睛經糾正後，最多祗有視敏度6／18 *
，而中央視野最闊只有20度或更少
（* 註：有關6／18的解釋請參閱網址）
4. 年滿25歲或以下之學生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

名額︰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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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心（
下稱中心）索取，或到 www.hksb.org.hk 下載
• 填妥表格後交回「中心」辦理，審查員將作出審查，然
後將建議交由獎學金遴選委員會審核及挑選
• 當委員會完成審核及挑選程序後，會發出申請結果通知
書給申請人。如申請未獲接納亦會獲得通知

*附注︰成功申請者，日後有可能會被邀請參與本獎學金的
宣傳及籌募活動，以推廣基金的服務。

聯絡資料：
香港盲人輔導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48號
電話：2778 8332
傳真：2788 0040
電郵：enquiry@hksb.org.hk
聯絡人：吳小姐（宣傳主任）
網址：www.hksb.org.hk

Shell / Island JC Scholarship For the Disabled
蜆殼／港島青展能能學童獎學金

目的︰
獎勵能夠克服身體缺陷的弱能學生，並鼓勵他們認識教育
的重要性及積極發揮本身的潛能來服務香港社會，並發揮
融合精神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所有獎項︰
1. 香港居民
2. 必須於本年6月年滿11歲或以上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1. 在普通學校就讀的弱能學生
2. 其學業成績、品行、與人相處及適應環境方面均有出色
表現的學生
最佳進步獎︰
1. 現就讀於本港特殊學校或普通中小學校的弱能學生
2. 在學業成績、行為及其他方面均有顯著進步的學生
傑出弱能學童獎學金︰
1. 現就讀於本港特殊學校或普通中小學校的弱能學生
2. 在學業成績、品行、學校活動及社會服務上具有傑出表
現的弱能學生

申請方法及流程︰
參選學生需由現在就讀學校的校長推薦提名，每位獲提名
學生只能參與角逐一個獎項。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及 最佳進步獎︰
港幣2,000元、證書、獎座及精美紀念品乙份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盲人輔導會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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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學生獎學金

Scholarship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目的︰
鼓勵及支援經濟有困難的優秀視障學生購買助視儀器或參
與有益身心之課外活動

傑出弱能學童獎學金︰
港幣3,000元、證書、獎座及精美紀念品乙份
名額︰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五至十名
最佳進步獎︰五至十名
傑出弱能學童獎學金︰
聯絡資料︰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地址︰銅鑼灣時代廣場蜆殼大廈36樓
電話︰2506 7000
傳真︰2506 2037
查詢電話︰2506 7341
電郵︰hkea@shell.com
網址︰www.shel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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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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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格理紀念獎學金（聽障人士工作專業訓練 ）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T.M. Gregory Scholarships for Training in Professional Study Related to the Deaf
目的：
獎學金專為最少曾服務聽障人士三年的人士研讀與聽障人
士有關的專業課程而設。該等課程於本港或海外進修皆
可，但通常不得超過兩年，對海外課程而言，申請人必須
對當地語言有足夠認識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申請資格：
1. 較好的耳朵聽障程度達75分貝或以上，均須出席甄選的
會議
2. 必須有現在僱主的推薦信
3. 凡屬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及其有關機構的僱員，將獲優
先考慮

金額：
撥款額則視乎申請人的需要而定。包括學費資助、輔助儀
器、上堂抄筆記服務的費用等。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將軍澳尚德村尚美樓6樓
電話：2711 1974
傳真：2761 4390
網址：www.deaf.org.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有興趣人士致函或電話聯絡索取申請表，亦可於該會網址
下載。填妥之申請表連同有關之文件寄交香港聾人福利促
進會 。

The Community Service Scholarship -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Volunteer Trainers
目的：
給培訓以及管理義工的義務工作者提供管理方面的訓練活
動，給他們裝備最新的知識以及技巧，藉以提升義工服務
的質素
提供機構或學校：
義務工作發展局
申請資格：
1. 該局義工
2. 已具備三年或以上的義工經驗
3. 有興趣進修有關管理方面的「証書」課程， 而申請報讀
的課程與你推行的義務工作相關，如：市場推廣、公關
管理、客戶服務、培訓及發展工作等
4. 獲本局單位推薦
5. 完成課程後，願意以實際行動，將所學與有關人士分
享，以讓更多參與及推動義務工作人士受惠
申請方法及流程：
填妥申請表格交回本會
一般課程資料：約10節，為期約兩個月，整項課程約共30
小時
• 一般授課語言為粵語，輔以英文講義
• 一般情況，如能滿足課程出席率及習作的要求，可獲協
會頒發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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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申請日期：
以2010年為例︰4月30日

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根據不同課程之開班日期而定
金額：
一般課程收費為港幣2,500元至3,000元不等，如經獲選，可
獲全費資助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義務工作發展局
地址：香港上環干諾道西15-16號招商局置業大廈2樓
電話：2865 2520
傳真：2527 3362
電郵：tdc@avs.org.hk
網址：www.avs.org.hk

Others
其他

提供機構或學校︰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直接執行的項目， 而非透過第三者或籌款活動
2. 特定項目， 而非一般資助
3. 一次過項目或基建項目， 而非長期的經常性開支
申請方法及流程︰
基金的諮詢委員會基於以下因素考慮和審批資助申請︰
• 申請者的良好信譽和優良往績
• 財政狀況， 包括其他資助的多寡， 例如政府、香港賽馬
會、香港公益金、公司和公眾捐款
• 項目或計劃的目標、理據／實際需要
• 項目可行性、策劃、統籌／管理方案
• 詳盡的財政預算和成本效益
• 就同一項目已取得的其他資助或聯絡中的資助來源
• 項目時限

以傳真或電郵提交的申請恕不受理。
申請日期︰
以2010年度為例︰ 提交申請書的截止申請日期分別為2月8
日（星期一）、5月14日（星期五）、8月13日（星期五）和
11月5日（星期五）。盡早遞交申請書可讓本基金有較充裕
時間作出跟進。
金額︰
根據不同申請個案而定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地址：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2-84號
尖沙咀滙豐大廈6樓
亞太區企業可持續發展部
電話.︰2233 3000
網址：www.hongkongbankfoundation.org

申請書須以英文填寫，並須包括以下各點：
• 活動或計劃的介紹、工作時間表及果效指標
• 詳盡的財政預算，包括每項支出的單位成本
• 已成功取得，或正等候結果的其他資助來源
• 機構最近期的報告及審核帳目。首次申請者亦請提供架
構組織圖
• 符合以上條件的申請書，需寄到滙豐銀行慈善基金諮詢
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Music and Dance Fund
目的：
讓才華出眾的申請人能夠前赴海外，在世界知名院校修讀
綜合性音樂或舞蹈進修課程、深造課程或接受音樂或舞蹈
方面的專業訓練， 或參與正規以外的學習、專題計劃或創
作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

音樂及舞蹈獎學金計劃
─

申請資格：
1. 居港年期 ：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連續7年在本
港居住。如申請人期間曾在海外進修，為期不超逾2年，
則該段期間也可算作居港期
2. 年齡限制 ： 年滿18歲及不超過35歲
3. 學歷 ：
• 申請人必須持有與音樂或舞蹈有關的學位，或具備與
音樂或舞蹈有關的專上學歷（ 例如深造證書及深造文
憑） 。申請人如正在修讀最後一學年並預計在學年完
結時取得所要求資歷， 亦可以提出申請。香港賽馬會
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受託人委員會﹙ 委員會﹚ 選出獎
學金得主時， 獲選申請人必須具備所要求的學歷； 或
• 如申請人沒有第3 (c) (i) 段所述的學歷， 但具有至少
三年在認可專業團體從事表演的經驗， 亦可申請獎學
金。認可專業團體包括下述獲信託基金承認的機構或
同級機構：
音樂
• 香港管弦樂團
• 香港中樂團
• 香港小交響樂團
舞蹈
• 香港芭蕾舞團
• 香港舞蹈團
• 城市當代舞蹈團
• 動藝
4. 曾否獲取獎學金
委員會通常不會考慮本獎學金前得主所提出的申請
5. 曾否前往海外進修
委員會首先考慮從未在海外進修的申請人

申請方法及流程：
以2010年為例
申請人須把填妥的申請表， 連同所需的文件及物品，在二
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前送交信託基金秘書處。
申請人可親臨或致函下列地址索取申請表：
網上表格︰
音樂獎學金及舞蹈獎學金
www.hab.gov.hk/tc/public_forms/forms.htm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在香港資助各式各樣的公益項目。然
而，主要資助範圍包括教育、社會福利、環保、以及有助
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聯繫的慈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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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行慈善基金

The Hong Kong Bank Foundation

截止申請日期：
12月開始接受
金額：
經過評估後，根據每名申請人之經濟狀況決定金額
名額：
不限
聯絡資料：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41樓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秘書處
電話：2594 5628
傳真：2802 4893
網址：www.ha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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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The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are Centre Fee Remission Scheme
目的︰
以學費減免方式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資助， 使他們的子女
能夠接受學前服務
提供機構或學校︰
學資處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組
申請資格︰
1. 申請學生必須是香港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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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童必須在教育局轄下註冊幼稚園就讀幼兒班（K1）、
低班（K2）或高班（K3）。該幼稚園必須是提供本地課
程的非牟利幼稚園，並且符合資格兌現學券。或在教育
局／社會福利署（社署）轄下的註冊幼兒中心（即育嬰
園、幼兒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接受全日制託管服務
的兒童
3. 現正受惠於社署「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的兒童，在
選擇參加「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後，學童
不能再獲得社署的幼兒中心繳費資助

• 學費減免申請須按年提出。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連
同有關的證明文件，經幼稚園／幼兒中心把轉交本辦事
處處理。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應在2010 / 11學年開始或
在入學時，提交申請
申請日期︰
學年開始前或入學前
金額︰
每人港幣12,800元 （即全期學費）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學資處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組
地址︰新界葵涌興芳路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7樓713-714室
電話：2154 2130
網址︰www.sfaa.gov.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新學年開始前，將適用於2010 / 11 學
年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申請表格及指引，
分派予各幼稚園／幼兒中心，以便他們向家長派發。擬
為子女申請學費減免的家長，可向其子女就讀的幼稚園
或所受託的幼兒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及有關文件

The Margaret O’Rourke Memorial Scholarship
目的︰
為鼓勵基督女少年軍之成員透過報讀訓練課程及使用其恩
賜以服侍其他成員及上帝。此獎學金不能用於個人教育或
獲取專業資格之上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申請資格︰
基督女少年軍之成員
申請方法及流程︰
• 需填妥申請表並連同近照交回國際議會總部
• 申請表需由香港基督女少年軍執行委員會主席簽署
申請日期︰
不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地址：香港九龍油塘高怡邨高志樓地下1室
電話：2694 9321
傳真︰2602 7663
聯絡人︰文嬿茵小姐
電郵：hq@gbhk.org.hk
網址︰www.gbhk.org.hk
*附註︰成功申請此獎學金人士需於受訓後於基督女少年
軍有至少一年之服務同時亦需繳交報告。如申請
者未能完成或沒有接受訓練，需全數退回獎學金
予國際議會

金額︰
最高可獲金額為￡300（約港幣3,600元）的獎學金

海事專才振興獎學金

The Maritime Professional Promotion Scholarship
目的︰
透過在經濟上給予獎勵和／或提供援助，讓實習生得以接
受適當訓練，從而鼓勵香港年輕人從事航海事業
提供機構或學校︰
海事訓練學院
申請資格︰
1. 在遠洋輪船上擔任實習生的工作
2. 在每次航行完畢後向獎學金委員會報告有關其海上服務
情況及所需時間
3. 符合獎學金委員會認為適合而自行規定的其他條件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向聯盟正式提交申請表
• 並親臨獎學金委員會安排的面試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由委員會決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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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海事訓練學院
地址︰新界屯門大欖涌青山公路23號
電話：2458 3833
傳真：2440 0308
電郵：seagoinghk@gmail.com
網址︰http://seagoinghk.org/chi/default.asp?scholarship
香港理工大學
地址︰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電話：2766 7418
傳真：2330 2704
電郵：lgtjng@polyu.edu.hk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地址︰新界青衣島青衣路 20號
電話：2436 8764
傳真：2436 1707
電郵：ckmak@vtc.edu.hk

Others
其他

音樂基金獎學金
YAMAHA

提供機構或學校︰
通利音樂基金辦事處
申請資格︰
1. 必須現正修讀通利音樂中心之課程及最少連續1年就讀通
利音樂中心之課程
2. 必須獲取以下資格︰
• Yamaha 分級考試7級或以上或同等資歷 或
•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5級或以上 或
•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3級或以上（只適用於通利流行
音樂中心之學生） 或於基礎技能測試中取得合格成績
（只適用於Yamaha兒童音樂班之學生）
3. 必須曾參與通利音樂基金舉辦或經之報名的音樂比賽／
音樂節／音樂會
4. 6歲或以上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填妥申請表格且聯同申請人的導師推薦信遞交到任何一
間通利音樂中心
• 選出之學生會進行音樂面試，演繹一首不多於5分鐘的
音樂作品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不定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通利音樂基金辦事處
地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1座11樓
電話：2737 7688
傳真：2730 3573
網址︰www.tlmf.org

百年樹人神學助學金

YMCA Christian Financial Assistance Fund
目的：
資助神學生進修

金額：
經過評估後，根據每名申請人之經濟狀況決定金額。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
1. 香港居民
2. 必須為各神學院之學生

聯絡資料：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23號
電話：2771 9111
傳真：2771 4096
電郵：info@ymca.org.hk
網址：www.ymca.org.hk

申請方法及流程：
留意該會之網頁以及中心的宣傳。
截止申請日期：
每年不同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助學金

目的：
鼓勵更多婦女實踐持續進修

此外，需出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證明文件副本或民政事
務處簽發的宣誓紙正本。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辦事處

宣誓紙聲明格式︰計算後符合資格者，請前往全港任何一
間民政事務處填寫宣誓紙作收入聲明。請按以下內容模式
宣誓：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本人家庭成員共有＿＿ 人。本人全年家庭總收入為港幣$＿
＿ 。經調整後本人全年家庭總收入為港幣$ ＿＿。」

申請資格：
助學金第一級資助：
1. 現正領取香港特區政府審批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2. 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低於港幣20,882元
3. 符合資格的學員每學期可申請最多3科助學金資助，終身
可申請最多9科資助
助學金第二級資助：
1. 申請人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介乎港幣20,883元至55,767元
之間，即可以助學金免費報讀本計劃課程
2. 符合資格學員每學期可申請最多3科助學金資助，終身可
申請最多4科資助
申請方法及流程：
電台廣播課程及面授課程
• 遞交報名表及證明文件予協辦機構，待申請成功後才確
認其入學註冊。如申請不獲批准，申請者可選擇全數補
交學費
網上學習課程
• 郵寄或遞交報名表及證明文件予本院港島或荔景教學中
心，待申請成功後才確認其入學註冊。如申請不獲批准，
申請者可選擇全數補交學費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目的︰
鼓勵學生發揮音樂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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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利及

Tom Lee Music Foundation & Yamaha Music Foundation Scholorahip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 申請人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介乎港幣20,883元至55,767元
之間，即可以助學金免費報讀本計劃課程
• 符合資格學員每學期可申請最多3科助學金資助，終身可
申請最多4科資助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辦事處
地址：港島教學中心 — 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4樓
荔景教學中心 —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
（荔景地鐵站A1出口對面）
電話：2915 2380
傳真：2242 0890
電郵：cbmp@ouhk.edu.hk
網址：www.o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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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培訓助學金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目的︰
資助學員修讀課程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

金額：
港幣500元助學津貼

申請資格︰
1. 申請者必須是修讀「有害生物防治課程系列-第二部分」
課程的個人會員及擁有有效會籍最少12個月或以上
2. 申請者必須取得有害生物防治課程系列 第二部分 （有害
生物管理的方法及技巧）的考核合格証明書（須呈交副
本以備審核）
3. 申請者個人每月收入平均不多於港幣7,500元 （須呈交稅
局稅單副本以備審核）
4. 申請者必須獲頒上列課程的考核合格証明書日起30日內
向該會申請
5. 該會擁有上述一切審批最終權、每次本會會公開公佈最
終批出名單及名額

名額：
不多於10名（若合符資格的申請者超過10位，該會將會委
托獨立會計師以抽籤方式抽出10位）

目的︰
推動青年足球員在教育學術與足球技術併行的發展，及衝
出亞洲和放眼世界的機會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小米蘭體育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1. 14-16歲 （1994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2. 男性
3. 熱愛足球及追求夢想
4. 擁有足球熱誠
5. 勇於接受挑戰及不怕失敗
申請方法及流程︰
• 足球技術測試，體適能測試和學術水平測試︰4月初進行
• 足球技術測試，小組討論和參加者與家長面試︰5月初
進行
• 英國終極選秀會︰七月初進行
• 足球技術測試，小組討論和參加者面試

晞望獎學金

目的︰
表揚受長期病患或特殊學習困難影響，但仍熱愛生命和努
力學習的學生
提供機構或學校︰
博思會
申請資格︰
1. 長期病患或特殊學習困難影響之學生
2. 學業成績優良或持續進步
3. 學習態度積極及操行良好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填寫申請表格
表格可於下列網址下載 www.asld.org.hk 或 http://aa-lam.org
• 郵寄或親自交回博思會（轉交「晞望獎學金」）
或傳真博思會：2870 1779 （轉交「晞望獎學金」）
或以電郵遞交：daisy@aa-l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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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
地址：香港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2樓202A
電話：8108 2770
傳真：2565 0117
網址： www.pcpa.org.hk

申請日期︰
以2010年度為例︰3月8日至4月7日
金額︰
• 4年在英國布魯克足球學院的中學教育及足球訓練
• 包括所有制服、教育及住宿的費用
• 但不包括任何往來英國的機票和在英國的個人開支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香港小米蘭體育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1座11樓
電話：3485 7571
傳真：3485 7572
電郵：dct@littlemilan.com.hk
網址︰www.littlemilan.com.hk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港幣1,000元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博思會
地址：九龍土瓜灣盛德街44號地下博思會
電話：2870 1377
傳真：2870 1779
聯絡人︰林太
聯絡人電話：9663 7575
電郵：info@pathways.org.hk
網址︰www.pathways.org.hk

Others
其他

申請資格︰
獲獎同學除成績優異外，課堂出席率必須於80%或以上。
申請方法及流程︰
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以郵遞或親身交來本校。（親臨報
名接受現金、支票或EPS 繳付學費）填寫網上報名表格直
接於網上報名。
申請日期︰
不定

聯絡資料︰
第一日語暨文化學校
灣仔莊士敦道178-186號華懋莊士敦廣場6樓
電話︰2116 8719
傳真：2116 8729
彌敦道761號太子藍馬之城1樓
電話︰3572 0708
傳真：3572 0709
廣東道982號嘉富商業中心2樓
電話︰3580 1879
傳真：3580 1719
網址︰www.daiichi-school.edu.hk

金額︰
• 第1名及第2名的同學可獲短期留日學費30,000日元
• 第3名及第4名的同學可獲免費修讀本校中級課程30小時
• 獎學金必須用作短期留日課程之用，不得轉換成現金（
未能使用獎學金作短期留日的同學，可選擇該校中級課
程30小時

英國深造化妝獎學金

目的︰
鼓勵有意投身化妝界人仕積極發展，擴闊眼光及思維，體
驗外國文化
提供機構或學校︰
專業化妝學院
申請資格︰
1. 男女均可︰年齡17歲或以上
2. 對化妝有濃厚興趣，勇於接受新挑戰
3. 對化妝行業有信心及立志成為化妝師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冠軍︰英國著名專業化妝學府 Greasepaint Fashion Makeup &
Hair 一個月課程 、Mae Von Makeup Institute專業化妝師合約
一份、英國倫敦來回機票乙張及化妝護膚禮品（總值超過
港幣70,000元）（有關亞軍至第五名之金額請參閱網址）
名額︰
5名

鍾蔚文獎學金

申請方法及流程︰
• 參賽者進入評審階段後。成績優異者有機會參與平面廣
告、雜誌、電視電影、大型時裝品牌及舞台劇化妝等工
作
• 其中50名成績優異者，自動進入甄別賽
• 優勝20名參賽者可進入準決賽及有機會晉身為國際品牌
化妝顧問
• 最後10強參加公開總決賽及製作個人作品集

聯絡資料︰
專業化妝學院
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02號12樓
電話：2199 7744
傳真：2199 7290
電郵：info@maevonmakeup.com.hk
網址︰www.maevonmakeup.com.hk

目的︰
鼓勵在養和醫院服務的校友在護理專業上進修，以提高護
理水平

申請日期︰
不定

提供機構或學校︰
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
申請資格︰
1. 凡屬本會會員而最近兩年連續繳交校友會會費及在養和
醫院服務兩年或以上者
2. 有志在護理方面深造及學成後服務養和醫院協助提高護
理水平者
3. 須具備報讀的課程批准及取錄證明文件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申請人必須在該課程取錄後填寫「鍾蔚文獎學金」的申請
表，一式兩份，連同參加課程的內容及取錄證 明文件，交
回是屆校友會委員會審核。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提供機構或學校︰
第一日語暨文化學校

名額︰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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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密集班暨留日獎學金計劃

目的︰
鼓勵同學善用暑假學習日語、遊歷、考取公開試等為將來
升學或就業開拓新出路

金額︰
批出最高金額為申請人就讀課程學費的一半，而不超過港
幣500元。本會每年撥出的總資助金額以不超過港幣10,000
元為限
名額︰
不定
聯絡資料︰
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
地址︰香港跑馬地山村道2號
電話：2572 0211
傳真：2835 8008
電郵：hospital@hksh.com
網址︰www.hksh.com

在該課程完成後，必須連同證書或有關證明文件呈交本
會，始給予所批的金額。

239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Guide

240

香港游泳教練會游泳訓練獎學金計劃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Others
其他
目的：
香港游泳教練會游泳訓練獎學金計劃
提供機構或學校：
香港游泳教練會
申請資格︰
1. 游泳成績優異
2. 得香港游泳教練會教練推薦
申請方法及流程︰
由香港游泳教練會教練填寫表格推薦。
申請日期：
不定
金額︰
優秀游泳員獎學金：
每人每年港幣4,000元
游泳訓練獎學金：
每人每年港幣2,000元

名額︰
優秀游泳員獎學金：9名
游泳訓練獎學金：17名
聯絡資料︰
香港游泳教練會
地址：香港沙田體育學院游泳部
電話：2681 6279
傳真：2609 2198
電郵：coach@hksca.org.hk
網址：www.hksca.org.hk

關於香港集思會
以「齊思考、創未來」為座右銘，香港集思會是一家獨立、無政治背景、非牟利的政策研究機構，
由一群熱愛香港人士於2008年12月創立，專門發掘、搜集和研究對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富建設性和
具創意的建議，給有關人士和公眾參考。

自成立以來，香港集思會已就教育課題進行多項研究，並提出一系列建議，其中包括：
• 4項為副學士教育提升課程質素、建設多元化出路的建議（2011年4月）
• 6項建設香港成為「亞洲最優秀高等教育樞紐」的建議（2010年4月）
詳細研究報告及建議請參閱香港集思會網頁www.ideascentre.hk，《香港獎助學金指南》亦可在該網
頁免費下載。
另外，為了集合各方意見，香港集思會定期舉行不同的活動，包括講座和研討會等，歡迎有興趣人
士參加。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09-111號東惠商業大廈2803室
電話：2877 6366
傳真：2877 6199
電郵：mail@ideascentre.hk
網址：www.ideascentr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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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及社會的持續發展；及（3）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香港獎助學金指南

透過集思廣益，香港集思會的研究工作有三大範疇：（1）增加香港的競爭能力；（2）促進香港經

Brighten Management & Training (BMT)
BMT專案管理顧問服務涵蓋企業培訓、傳訊及出版。此外，BMT亦致力為本地各中小學及國際學校
提供老師培訓、優質英語課程設計及英語教學服務。BMT的外籍老師(NETs)善於運用互動教學模式
及多媒體資源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啟發潛能、增強學生以英語作學習及溝通媒介的自信。
本公司現正為多間學校提供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EES)及新近推出的Refined EES顧問服務。
詳情請瀏覽 www.englishlearn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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