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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函第63/2021號  

 

分發名單：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

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2021/22 學年）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學校有關「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

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撥款計劃）的詳情，並邀請所有推行電子

學習的公營中小學 1（包括特殊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直資學校）

參加。  

 

背景  

2.   教育局透過「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鼓勵學校使用流動電腦

裝置促進電子學習。因應學校推行「自攜裝置」的情況漸趨普及，教育

局透過關愛基金，由 2018/19 學年起推行為期三年的援助項目，資助清

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減輕因學校發展「自攜裝置」政策對

低收入家庭學生帶來的經濟壓力。及至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為支

援學生在疫情下在家進行電子學習的需要，教育局作了彈性處理，接受

所有推行電子學習的公營中小學及直資學校，為合資格的學生申請關愛

基金援助項目。此外，為加強支援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

服務的有經濟需要中小學生，教育局已於 2020 年 12 月起發放一筆過補

充津貼予有需要的學校，以補貼學校購買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或

流動數據卡的額外開支。  

 

3.   展望未來，混合模式的學習，即面授課堂、在家以電子或其他模

式學習，可能會是教學的「新常態」。為進一步支援學校在「新常態」下

推行混合教學模式，《 2020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優質教育基金（基金）

特別預留撥款，由 2021/22學年開始，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其中措

                                                      
1 公營中小學包括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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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包括資助學校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供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借用，以及向因

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學生提供無線網絡路由器及／

或流動數據卡，讓學生獲得平等的電子學習機會。  

 

詳情  

學校申請條件  

4.   符合下列條件的公營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直資學校，均可

參加此撥款計劃：  

(i) 學校推行電子學習以配合在「新常態」下的混合教學模式，

因而學生有需要使用個人的流動電腦裝置在學校或家中進

行學習；及  

(ii) 學校會安排借出流動電腦裝置及相關設備給合資格的學生

使用。  

 

5.   撥款計劃的申請會與基金其他撥款計劃的申請分開處理，並不會

計入每所學校現行的申請名額內。  

 

受惠學生  

6.   在 2021/22 學年期間，符合下列條件的學生，均可受惠於撥款計

劃：  

(i) 領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ii) 領取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書簿津貼）的全額或半額資

助；或  

(iii) 經學校識別為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  

學校可因應校情及學生的家庭背景自行訂定校本準則，以識

別未有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而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此

類學生人數的上限為在符合綜援和書簿津貼條件下，該學年

撥款計劃所受惠學生人數的 10%。如個別學校有實際需要，可

向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申請上調此類受惠學生的人數，教

育局會按個別學校的特殊情況考慮。  

 

7.   受惠學生應從未獲取同類政府資助，包括上述關愛基金援助項

目。若學生曾透過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購置流動電腦裝置，在學校申請撥

款計劃時，有關設備已使用了超過三年，並且無法使用或不適用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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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教學需要，學校仍可申請撥款計劃，以購置合適的裝置給相關學生

借用。至於其他的特殊情況 2，學校可向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查詢。  

 

8.   此外，有經濟需要並因居住環境所限（例如居於劏房、舊樓或偏

遠地區）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例如固網寬頻服務）的學生，學校

可向基金申請額外撥款購置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或流動數據卡，

供他們借用。學校應檢視學生的資料，以識別未能在住所獲得合適上網

服務的學生，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要求相關學生提供進一步資料 3，以

確定他們是否需要額外支援，確保申請反映實況。  

 

撥款金額及用途  

9.  在撥款計劃的三年推行期內，學校可為每名符合條件的學生申請

一次「基本撥款」，每名學生的撥款金額上限為 4,700 元。學校可運用撥

款購置下列部分／全部項目，供該名學生借用：  

(i) 流動電腦裝置連三年產品保養；  

(ii)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及  

(iii) 按學習需要而訂定的基本配件，包括螢幕保護貼、裝置保護套、

分拆式鍵盤、觸控筆、滑鼠及耳機。   

 

10.  另外，為了支援個別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

有經濟需要學生，學校可申請「額外撥款」購置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

供他們借用，及／或向他們提供流動數據卡。學校獲發放的撥款金額會

按學生在每一學年的實際需要計算，三年的推行期內的撥款金額上限為

每名受惠學生 1,700 元。首年的撥款金額上限為每名受惠學生 800 元，

用於購置路由器及／或流動數據卡供該名學生借用。其後兩個學年，學

校可按該名學生每學年的實際需要申請撥款，購買該學年所需的流動數

據卡。每學年按每名受惠學生計算的撥款上限為 450 元。  

 

11.   基金會根據學校在所參加的學年內，為受惠學生購買所需設備的

實際支出計算撥款，撥款計劃屬非經常性質，不應對基金造成經常性的

財政負擔。如學校已獲其他政府資源提供同類資助，則不應向基金重複

申請撥款。學校應審慎考慮擬購置的設備的必要性，如學生已透過其他

                                                      
2 例如學生在過往三年內曾接受關愛基金資助購置流動電腦裝置，但因轉校，並且原校和新校分別

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統，以致該裝置未能配合新校電子學習的需要，新校亦可為這類學生提出申請。 

 
3 學校可參閱網頁（https://www.edb.gov.hk/ited/qeffp/tc）的參考範本和常見問題以獲取更多有關資

訊。 

https://www.edb.gov.hk/ited/qeffp/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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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獲取部分／全部所需設備，或學校可調配現有器材設施供學生借用，

則無需再購置有關設備，以免造成浪費。  

 

申請程序及發放撥款的安排  

12.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已獲委託處理學校申請及發放撥款等事

宜。擬參加 2021/22 學年撥款計劃的學校請於 2022 年 1 月 31 日或以前

填妥夾附的申請表格（附件 II），並交回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科

技教育組一般會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學校發出確認信，學校收到確認信後，

便應儘快進行購置有關設備的程序，讓有關學生及早受惠。  

 

13.  基金會根據學校的實際支出計算撥款。學校在完成採購程序後需

透過網上校管系統的聯遞系統提交下列電子文件，以計算撥款：  

(i)   《購置裝置及受惠學生資料表》；及  

(ii)   供應商發出的發票／付款收據副本。  

 

14.  相關撥款一般會於學校遞交完整資料起計兩個月內發放。學校如

有需要修訂有經濟需要學生的數目，可更新所遞交的資料及修改申請撥

款金額。所有參加 2021/22 學年撥款計劃的學校須於 2022 年 4 月底或之

前完成採購程序及交回上述文件，以便學校在 2021/22 學年完結前獲發

放撥款及完成付款。發放撥款的詳細安排將於稍後另函通知參加學校。  

 

學校的行政和會計安排  

15.   參加學校只可運用撥款支付計劃範疇的開支項目，並須嚴格遵守

《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由於參加計劃的學校要先購置所

需設備再獲發放實際支出，因此學校不須把相關款項存入為一般優質教

育基金項目而設的指定銀行戶口，亦不須提交進度報告。參加學校須於

2022 年 6 月底或以前核實撥款計劃的有關支出及遞交涵蓋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間的財務報告予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學

校不得將此計劃的撥款調往其他帳項，餘款不可結轉至下一學年使用，

教育局會根據學校提供的財務報告，在學年結束時收回相關結餘。官立

學校在學年結束時未用撥款會被取消。如學校有需要為個別學生提供價

格高於撥款金額上限的設備而出現赤字，學校可運用其他津貼或非政府

經費填補差額。  

 

16.   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須依循《學校行政手冊》及／或其他

相關指引的規定，備存學生借用器材的紀錄。官立學校須遵從教育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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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根據相關內部指引，備存這類紀錄。如學校提供流動數據卡予有需

要學生使用，亦須記錄相關資料。受惠學生在撥款計劃推行期內，因各

種原因（包括畢業、升學或轉校等）而離校時，須交還所借用的設備。學

校應把收回的設備安排讓新增合資格的學生借用，並通知教育局資訊科

技教育組更新受惠學生的紀錄。  

 

17.   參加學校必須就是次撥款編製獨立的分類帳目，以記錄各項有關

收支。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須遵照教育局發出要求學校提交經審

核周年帳目的有關通函所規定，為是項撥款編製分類帳目和周年帳目。

至於官立學校，有關撥款將會以預算撥款形式發放，學校須從指定用途

的暫收帳中支帳。  

 

18.   參加學校須接受基金的監察。學校亦可按校本管理的精神自我評

估電子學習的推行情況。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會適時進行「資訊科技

教育問卷調查」。學校應積極分享在發展電子學習及推行撥款計劃的自我

評估結果。  

 

19.   學校參加 2021/22 學年撥款計劃的相關工作安排，已總結於附件  I

的時間表以供參考。此外，學校須在撥款計劃完結後七年內，妥善備存

與計劃有關的所有正式收據、付款憑證及帳簿，以及符合條件借用設備

的學生資料，包括學生名單及用作核實的證明文件，以備查核。  

 

20.   為期三年的計劃完結後，參加學校須參考《學校行政手冊》及／

其他相關指引的規定，處理所購置的設備。一般情況下，參加學校應優

先考慮繼續運用相關設備以推行電子學習，包括將相關設備借予其他有

需要的學生。參加學校須備存一份獨立的《資產記錄表》，以記錄在此撥

款計劃下購置的資產。  

 

遞交申請及查詢  

21.   有興趣參加撥款計劃的學校須將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遞交至以下地

址或傳真至 2382 4403或2382 6551：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九龍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東座 4 樓 E42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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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將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7 日舉辦

兩場內容相同的簡介會。現邀請學校提名代表參加簡介會，並透過培訓

行 事 曆 系 統 報 名 [ 課 程 編 號 ： EI0020210272] 。 學 校 可 瀏 覽 網 頁

（https://www.edb.gov.hk/ited/qeffp/tc）以獲取更多資訊，包括常見問題、資料

單張、相關的參考文件等。如有查詢，請致電 3698 4149 或 3698 3670 與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區蘊詩代行 )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https://www.edb.gov.hk/ited/qeffp/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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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2021/22 學年工作時間表 

 

工作事項 時期 備註 

(i) 遞交申請表格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資訊科技教育組一般會於七

個工作天內向學校發出確認

信。  

(ii)  進行採購  校本安排  學校須於 2022 年 4 月或以前

完成所有採購程序，並於

2021/22 學年內付款。  

(iii)  遞交購買裝置及

受惠學生的資料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底  

教育局會透過聯遞系統提供

《購置裝置及受惠學生資料

表》的範本給學校輸入資

料。  

(iv)  獲發放撥款  一般情況下，

於完成  (iii) 

後兩個月內  

 

(v) 遞交財務報告  2022 年 6 月  根據財務報告，教育局將於

學年結束時收回相關結餘。  

(vi)  提交經審核周年

帳目  

按教育局發出

要求學校提交

經審核周年帳

目（ 2021/22

學年）的有關

通函所規定  

適用於資助（包括特殊學

校）、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

劃學校。  

 

  



 

附件 II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 

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2021/22 學年） 

 

 
申請表格 

 

(請於 2022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郵寄遞交) 

 

 
 請以正楷填寫各項資料，並在適當方格內加及在＊號處刪去不適用者 

 

甲部：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編號：           

     學校類別：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資助類別：  官立  資助  按位津貼  直接資助 

     學校聯絡： 電話：  傳真：  電郵：  

12     地址    ：  

     負責老師：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 姓名(英文)：  

      職位：  電話：  電郵：  

          

乙部：申請詳情 

     (1) 電子學習的推行情況 

      

  
 

本校會於 2021/22 學年配合「新常態」下的學生學習需要，推行混合教學

模式，並會借出流動電腦裝置及相關設備給有經濟需要的學生使用。 

      

  
 

本校已／會制定「可接受使用政策」1，並會致力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發

展他們相關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讓他們能有效和負責任地使用資訊科技

進行電子學習。 

      

                                                      
1   「可接受使用政策」(Acceptable Use Policy) 是規範學生使用流動電腦、無線網絡和資訊的政策或

協議，詳述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為。 



 

 

(2) 2021/22 學年的估算合資格學生人數 

      [請估算 2021/22 學年的受惠學生人數，供教育局作參考之用；實際資助額將以

最終的《購置裝置及受惠學生資料表》及證明文件為準。] 

      (i)  流動電腦裝置   

       
 

推行電子學習班別數目和 

估算受惠學生人數 

 推行電子學習的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參與班別數目  

 符合社會福利署的綜援條件的

受惠人數 

 

 符合學資處學校書簿津貼的全

額或半額資助條件的受惠人數 

 

 

      

 (ii) 上網設備   

        
 

本校會申請「額外撥款」用作購買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或流動

數據卡的額外開支；這些路由器及／或數據卡將提供予因居住環境所

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經濟能力有限學生，約_________名。 

 

     
丙部：承諾 

     本校承諾會根據教育局通函第 63/2021 號所規定推行撥款計劃；及會儘快進行採購，

讓有關學生及早受惠，並會於 2022 年 4 月底或以前提交所需的資料及證明文件，以

申領發還開支。 

    

學校印章 

校長簽署 ：   

校長姓名(中文) ：  *先生／女士 

校長姓名(英文) ：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