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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家長通告                  2020 通告 73 
「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申請事宜 

 
在 2019 冠狀病毒病疫情下，不少家長的生計或大受影響，九龍倉「緊急支援基金」支持

「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設立「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為受 2019 冠狀病毒病疫情
以致家庭陷入經濟困難的學生家庭提供緊急支援，詳情如下： 
 

援助項目： 應急零用錢 緊急援助金 

援助範圍： 提供小額現金  / 超級市場現金券  / 

食物券予同學購買校服、食物或日用
品。 

提供一筆 HK$3,000 緊急援助金，以支

援急需援助的學生家庭。 

金額（每名
學生）： 

每次上限 HK$250 ，總受惠金額
HK$750。 

HK$3,000（只可受惠一次） 

申請及發
放形式： 

1. 遞交申請表（附件一）給班主任後，
經學校審批及發放應急零用錢。 

2. 收到應急零用錢後，受惠學生需以
文字或畫作回饋善長的心意。 

1. 細閱「緊急援助金」申請須知及遞
交申請表（附件二），連同相關證明
文件之副本一併交回班主任。 

2. 申請由學校推薦，並由基金會審批。 
3. 如資料齊全，基金會將於收到申請
後 14 個工作天內通知學校審批結
果，並由學校直接發放援助金予申

請人。 
4. 收到援助金後，受惠學生需以文字
或畫作回饋善長的心意。 

 
申請條件： 
1. 其家庭並非領取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 
2. 因 2019 冠狀病毒病疫情使其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如父母或監護人面對開工不足或失業的
狀況）。 
 
「緊急援助金」申請期限至 2021 年 8 月，每間學校名額 20 個，將按主辦單位的原則性

決定申請之優先次序，學校作出推薦，「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對相關申請具有最終決定權。
家長提供的有關資料會保密，完成申請程序後將會銷毀。如有查詢，可致電本校 27213086 與

蔡麗芳副校長聯絡。 
 
特此通告 

                        麗澤中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潔明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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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有關「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申請事宜 

（請全體同學家長於 4月 23 日或之前以電子方式回覆。） 

敬覆者： 

頃閱通告，知悉上述事項。請在下列方格以表示選擇： 

1. 「應急零用錢」： 

 

本人  會申請「應急零用錢」，並將填妥的申請表（附件一）交回班主任。 

          不會申請「應急零用錢」。   

 
 

2. 「緊急援助金」： 

 

本人  會申請「緊急援助金」，並將填妥的申請表（附件二）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之副 

本交回班主任。 

          不會申請「緊急援助金」。   

 
 

此覆 

麗澤中學李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中       班（  ）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正楷） 

二零二一年四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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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應急零用錢」申請表 

 

麗澤中學 

「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應急零用錢」申請表 

 

申請學生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其家庭並非領取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 

2. 因 2019 冠狀病毒病疫情使其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如父母或監護人面對開工不足或失業

的狀況）。 

 

申請學生資料： 

中文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 / 監護人資料： 

中文姓名：        

與申請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申請援助金用途：（可選多於一項）（請在下列方格以表示選擇） 

 購買日用品     購買學習用品 

 購買校服     購買食物 

 其他（請註明）：                 

 

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資料：（請在下列方格以表示選擇） 

 有，全額資助 

 有，半額資助 

 沒有 

 

家長簽署：                 二零二一年      月      日 

                                                                                      

 

校方使用： 

 

審批結果： 

 接納申請，批出金額： ________________  

 不接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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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an-CARE! A Pandemic Relief Fund 

「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 

「緊急援助金」申請須知 

 

一 背景及目的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全球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各行各業面

對停業，甚至出現結業潮，不少基層學生的家長面對停工、開工不足甚或失業的狀況，生計

大受影響。九龍倉「緊急支援基金」遂撥款港幣 500 萬，支持「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基

金會）設立「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為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致家庭陷入經濟困

難的學生家庭提供緊急支援。 

 

二 受惠對象 

申請學生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就讀於「學校起動」計劃參與學校； 及 

2. 其家庭並非領取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 

3.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使其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如父母或監護人面對開工不足或失業的狀

況）。 

 

三 援助項目、金額及發放形式  

緊急援助金 

1. 提供一筆 HK$3,000 緊急援助金，以支援急需援助的學生家庭。 

2. 申請由學校推薦，並由基金會審批。 

3. 如資料齊全，基金會將於收到申請後 14 個工作天內通知學校審批結果，並由學校直接發

放援助金予申請人。 

4. 收到援助金後，受惠學生可以文字或畫作回饋善長的心意。 

 

四 申請時間：2021 年 3 月至 8 月。 

 

五 申請手續 

申請人可向所屬學校索取申請須知及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之副本交回

所屬學校，由學校遞交申請。 

（注意：所有申請均須經所屬學校推薦。） 

Teacher
Typewritten Text
附件二：「緊急援助金」申請須知及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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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意事項 

1.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會向其他機構、人士及團體收集或查詢申

請人及其家屬的個人資料，以作審批申請之用或因履行法例、政府及監管方面的規定而

作出有關之透露，包括在保密的情況下持有、使用、轉移或向政府或非政府機構披露申

請人的個人資料。 

2. 任何人因申請本援助金而喪失其他機構援助之資格，「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概不負責。 

3. 「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保留拒絕任何申請及不作解釋之權利。 

4. 倘申請人蓄意誤報或提供虛假資料，「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有權報警處理及採取法律

行動。 

5. 倘在申請個案的處理或審批過程中出現疏忽、錯誤、拖欠、違約、遺漏等情況，「學校

起動」計劃基金會不需負任何責任。 

6. 成功獲本援助金援助的申請學生和家庭，日後或會被邀參與「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的

活動，以推廣本援助金的效能。 

7. 「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保留修改、增刪及解釋相關申請須知的最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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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文件（內部專用） 

檔案編號：  

收件日期：  

學校申請狀況： 
第   次申請， 

尚餘名額： 

WeCan-CARE! A Pandemic Relief Fund 

「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 

「緊急援助金」申請表格 

 

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參閱「申請須知」以了解本援助金詳情。填妥表格後，請把本表格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之副

本交回所屬學校，由學校把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電郵至「學校起動」計劃秘書處 (wecancare@projectwecan.org)。 

 

［請刪去不適用者或在適當的方格內加號。］ 

（甲） 申請人資料 

（一） 學生資料 

學生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住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就讀學校：  就讀班別：  

 

（二） 家長／監護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與申請人關係：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三） 家庭狀況（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1. 家庭狀況： 雙親／單親／其他（請註明）  

2. 家庭結構：   

家長成員 
與學生關係 年齡 職業 

月薪 

（過往３個月平均月薪） 

是否與 

學生同住 
備註 

編號 姓名 

1     HK$   

2     HK$   

3     HK$   

4     HK$   

5     HK$   

   總收入合共 HK$   

 

  

mailto:wecancare@projectwe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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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經濟狀況 

1. 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有，全額資助 ☐ 有，半額資助 ☐ 沒有  

2.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相關證明文件 

☐ 有，資助時間：  每月津貼額： HK$ ☐ 申請獲准通知書 

☐ 沒有    

3. 其他資助（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提供資助的機構 資助內容 獲資助金額 獲資助時間 

 

 

   

 

 

   

 

 

   

 

家庭住戶每月總入息*： HK$ 
*
每月總入息包括工資、工作津貼、花紅／獎金／佣金、親友的資助、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金等 

 

（五） 家庭居住狀況 

1. 住屋類別（1） ☐ 租住 ☐ 自置    

2. 住屋類別（2） ☐ 公屋 ☐ 資助自置居所房屋 ☐ 私人樓宇 ☐ 板間單位（劏房） ☐ 鄉郊村屋 

 ☐ 其他  

3. 每月租金 HK$ ／不適用   

 

（六） 申請援助原因（由家長／監護人填寫） 

申請人擬申請相關援助之原因及用途（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請提供證明文件，如開工不足或失業及其他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影響其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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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發放援助金安排 

申請如獲基金會批核，緊急援助金之支票抬頭（學生直系親屬／監護人之中英文姓名＊） 

 

 

＊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英文姓名請以大楷書寫；如香港身份證上只載有英文姓名，則中文姓名毋須書寫。 

 

（八） 申請條款及聲明 

1. 本人已詳閱「『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的申請須知及申請表格，並清楚明白所有內容。 

2. 本人同意及確定此申請表內填報的資料及申請者／家庭成員的陳述和提交的證明文件均屬真實、完整和準

確；並明白凡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除可導致本人喪失申請援助的資格，並有可能觸犯法例，需負

上刑事責任。 

3. 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處理相關申請。本人明白可自願提供有關資料，若

本人未能向「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提供所需資料，可能會導致無法成功申請。 

4. 本人明白並同意「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在毋須透露原因的情況下，保留在任何階段拒絕此申請的權利；本

人亦同意，無論是次申請成功與否，申請表格及本人就是次申請提供的所有資料及證明文件將不獲發還。 

5. 本人同意「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處理是次申請時，可取用申請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向相關部門查詢，並

不應作其他用途或不應向其他人士披露。 

6. 本人均須同意「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使用其資料作宣傳或推廣。 

7. 本人接納「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的最後審批決定。 

 

 

 

 

 

  

家長／監護人簽署及日期  家長／監護人姓名 

註：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閣下提供的資料，將供「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處理相關申請，並作為審批、

聯絡及相關用途。 閣下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並於整個計劃結束後六個月內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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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學校推薦資料 

（一） 推薦人資料（由社工／老師填寫）  

學校名稱：  

推薦人姓名：  職銜：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本人確認申請學生獲以下資助： 

☐ 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半額資助 

☐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受助時間及每月津貼額：  

☐ 其他：  

推薦原因（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推薦人簽署  日期 

 

（二） 校長確認推薦 

校長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確認推薦（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校長簽署  日期 

請學校把本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電郵至「學校起動」計劃秘書處 (wecancare@projectwecan.org)。 

 

（丙） 「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審批 

（一） 審批結果 

☐ 接納學校推薦。 

☐ 不接納學校推薦，原因：  

（二） 通知學校審批結果 

通知學校審批結果日期：  

 

mailto:wecancare@projectwec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