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會內容

1.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2.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3. 2021/22綜合申請表格

4. 學校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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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學費減免

• 受助對象:

 幼稚園幼兒班、低班及高班的學童(就讀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接受幼兒中心全日制託管服務的兒童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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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個學年學費減免計劃受惠人數*-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學年 2018/19 2019/20 2020/21
(截至

31.3.2021)

100%減免 13 549 13 745 13 959

75%減免 2 217 2 289 2 301

50%減免 9 198 9 606 9 248

總受惠人數 24 964 25 640 25 508

* 受惠人數不包括通過入息審查但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毋須繳付學費的申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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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減免額計算方法

=
幼稚園全年淨收費*或最高學費減免額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上課月數

(i)半日制每月學費減免額

*指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扣減所有政府資助後的全年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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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1(半日制每月學費減免額):

=

幼稚園全年淨收費*或最高學費減免額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上課月數

=
$2,200 X 50%

11
= $100

半日制全
年收費

半日制學費
減免上限

上課
月數

資助幅度

2,200元 5,500元* 11 50%

*此乃假設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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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減免額計算方法

=

幼稚園全年淨收費*或最高學
費減免額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上課月數

(ii)全日制每月學費減免額

*指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扣減所有政府資助後的全年學費

+
每月膳費或最高膳費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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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2(全日制每月學費減免額):

=
$15,500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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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
學費

學費減免
上限

每月實
際膳費

最高
膳費

上課
月數

資助
幅度

15,800元 15,500元* 540元 590元* 10 100%

=

幼稚園全年淨收費*或最高學費減
免額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上課月數
+

每月膳費或最高膳費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 $540 X 100%

= $2,090

*此乃假設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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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費減免額將於2021年9月公布

最高學費減免額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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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資處亦會為符合資格的幼稚園學童提供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以支付學
童接受幼稚園教育的學習開支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 凡於2021/22學年通過本處的入息審查，並
符合資格申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
免計劃」的幼稚園學生，便可獲發就學開
支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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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資助水平 2018/19 2019/20 2020/21
(截至2021年3

月31日)

全津 20 616 21 275 20 943

¾ 津 3 398 3 570 3 483 

半津 13 845 14 990 14 703

受惠人數 37 859 39 835 3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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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個學年就學開支津貼受惠人數-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 請提醒家長緊記必須提供銀行帳戶資料及
有關證明文件，以獲發就學開支津貼

• 學資處將以自動轉帳方式將就學開支津貼
存入合資格的申請人的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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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合資格幼稚園學生
(包括就讀全日制及半日制幼稚園的學生)

全津 4,175元

3/4津 3,132元

半津 2,088元

14

2021/22學年的津貼金額如下:-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
預印/預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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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起→曾成功申請中、小學生資
助及學前學生資助的家庭或曾成功申請學前
學生資助而有關學生在2021/22學年升讀小一
的家庭

★ 2021年5月→曾成功申請學前學生資助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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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處

處理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的流程一覽(預印表)

1. 分階段(3月-5月)郵寄預
印表格/用以於網上開啟預
填表格的登入碼給家長

學生/家長

2. 遞交完整表格及
所需文件(5月-6月)

3. 進行評審 (包括入息
、資格、和/或「社
會需要」審查)

學生資助處

學生/家長

4. 8月向成功申請人發出
水平結果通知書並夾附
學校證明書(預印)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5. 若學生於2021/22轉校/轉班，
家長須將學校證明書於8月31日前或
證明書發出日期起兩星期內(以較遲者
為準)交回入讀學校辦理

學生資助處

6. 學校確認學生資
料，並於9月7日前
交回學資處

7. 每月郵寄
付款匯報表
(9月底開始)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 —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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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在2021/22學年才入讀幼稚園/幼兒中心的新生、

首次申請學生資助或未獲本處派發預印/預填表格的學

童

• 申請表格將於7月起派發

• 有關家長必須向入讀學校提交「學校證明書」



學生/家長

處理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流程一覽 — 新生

1. 7月起派發申請表及
學校證明書

2a.遞交完整表格
及所需文件
學生資助處

及

2b. 8月31日前將學校證明書
交回入讀學校辦理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3a.進行評審(包括入息
、資格和/或「社會
需要」審查)

3b.學校確認學生資
料後並於9月7日前
交回學資處

學生資助處

學生/家長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4. 9月底起向成功申請人
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

5.每月郵寄付款匯報表
(9月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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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學年新安排

 為方便家長申領學前學生資助，學資處已
經將兩個學前學生資助計劃合併為一個選
項，家長只需選擇一個選項便可同時按申
請資格獲發放相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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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學年新安排

 學資處由 2021/22 學年起推出全新的「學
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 (「電子
表格」)

 申請人可前往「學資處電子通–我的申請
(學前教育、小學及中學程度資助計劃)」
網站以使用電子表格

 學校證明書仍須以紙本形式交回學校辦理



學校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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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家長會直接將申請表交回學資處審批，本處需
要學校協助確認學童入讀班別及入學月份等資料

• 學資處只要求在2021/22學年確定轉校、轉班或首
次申請學生資助(已獲預印「學校證明書」)的舊生
經學校交回「學校證明書」(預印) (SFO287C/E)

• 所有新生(包括新入讀幼稚園/幼兒中心)及首次申請
學生資助(未獲預印表)的舊生或其他未獲派發預印
表的學生均須向學校呈交已填妥的「學校證明書」
(SFO288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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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證明書

請學校提醒家長，通過入息審查但
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毋須繳付學費
的申請學生亦必須向學校交回「學
校證明書」，以獲發幼稚園學生就
學開支津貼



處理「學校證明書」時間表

時間 需要處理事項

2021年7月 學校派發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
格及「學校證明書」給新生填寫

2021年8月 獲發預印表及成功申請學生資助的
舊生家長將於8月起獲發以學生為
單位的「學校證明書」(預印)連同
資助幅度結果通知書

2021年8月31日前 申請學生向學校交回「學校證明書」

2021年9月7日前 學校收集並填妥「學校證明書」後
交回學資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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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證明書(預印)式樣—
申請人及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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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及申請
學生資料已預
印在灰色部分。



學校證明書(預印)式樣—
學校、就讀班別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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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人發現
預印在第二部
5-7項有關子
女的就學資料
有誤，亦需向
學校遞交學校
證明書



申請人簽署

學校證明書式樣—申請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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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      2021 陳大文



請剔上學童
的班別和就
讀模式

請填上學校編號及學校地區

請填上學童
入學月份

學校證明書式樣—學校填寫部分

請蓋上校印及
校長簽署確認
資料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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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注意事項

• 所有學生資助申請均由申請人直接寄交學資處
(「學校證明書」除外)，毋須再經學校遞交

• 學校於七月起協助派發綜合申請表格連同「學
校證明書」給新生及未獲預印表的學童

• 學校須在「學校證明書」上確認學生資料，並
將「學校證明書」交回學資處辦理

28



29

2021/22學前學生資助概覽

幼稚園學生

就學開支津貼

學費減免 支付學習開支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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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資助主任 電話

荃灣、元朗(天水圍) 陳茜華女士 3903 7475

西貢、屯門 劉潔珍女士 3903 7575

沙田、大埔、油尖旺 陳美婷女士 3903 7484

離島、觀塘、灣仔 陳美斯女士 3903 7483

中西區、北區、黃大仙 周英娥女士 3903 7481

香港東、深水埗、南區 張雪儀女士 3903 7473

九龍城、葵青 畢美珊女士 3903 7769

 24小時查詢熱線: 2802 2345

 各區資助主任表列如下:



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