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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  EDB/(KGA2)/GRT/2/1 Pt.1 (C)  

  

 

教育局通函第  126/2020 号 

 

分发名单：  各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

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

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

校校监及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幼稚园教育计划  

优化学校网页津贴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各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计划）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

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以下统称为「幼稚园」）有关一笔过优化学校网页津

贴的详情。  

 

背景  

 

2.  政府由2017/18学年起实施幼稚园教育计划。计划的其中一个重点，是加强

幼稚园对非华语儿童的支援，我们鼓励非华语儿童的家长尽早安排子女入读提供沉

浸中文环境的幼稚园，尽早接触和学习中文。为让家长方便取得学校的资料，教育

局每年发出通告，并透过举办简介会提醒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提供中、英文版的

入学申请表、有关校本收生机制及甄选准则的资料，以及在学校网页的主页当眼位

置设置图标或简单的英文提示，让非华语儿童家长在浏览网页的主页时，能即时知

悉如何获得英文版的资料。幼稚园亦应在其网页提供教育局幼稚园幼儿班（K1）

收生安排的英文网页连结，方便非华语家长取得教育局发放的相关资讯。此外，

《幼稚园概览》亦设有中、英文版，列载每所幼稚园资料，作为家长选校的参考。

由2018年开始，概览新增「对非华语学童的支援」栏目，而质素评核报告的中文和

英文版本均会上载教育局网页，以供非华语儿童家长参考。  

  

详情  

 

3.  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就学校的基本资料提供中、英文版，同时，我们

亦鼓励学校优化其网页，提供更多中、英文版的资料，丰富网页内容，及使网页的

版面设计更易于浏览，方便取得相关资料。就此，教育局为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

提供一笔过优化学校网页津贴，以协助它们优化其学校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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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学校网页津贴分为两个层阶，详情如下：  
 

 (i)  第一层阶  (津贴额：10,000 元) 
  

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在学校网页提供以下各项中、英文版的基本

资料：  

1.  学校简介  

2.  幼稚园幼儿班（ K1 ）校本收生安排 --- 可参考教育局通 函第

73/2020 号「2021/22 学年幼稚园幼儿班收生安排」及相关指引  

3.  学校对非华语儿童的支援措施  

4.  学费资料  

5.  《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概览》 ---提供网页连结至显示其学

校资料的版面  

6.  提供网页连结至教育局幼稚园幼儿班（K1）收生安排 

7.  为非华语儿童家长而设的查询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  

 

幼稚园须确保上述中、英文版资料清晰易见，以方便家长浏览。如幼

稚园现时的网页已备有上述基本资料的中、英文版，仍可申请第一层

阶的津贴，以优化学校网页 (例如：增加中、英对照的网页内容、改善

网页设计等)。  

 

(ii)  第二层阶  (津贴额：20,000 元)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如将网页优化至所有内容均提供中、英文版，则可

申请第二层阶的津贴。除非有特别情况 (例如，有关内容是中文教学资

源，或资料是由学校以外的机构提供，而只有中文或英文版 )，经优化

后的学校网页所有内容必须有中、英文版本，当中包括上述的基本资

料。如幼稚园现时的网页已经是全部提供中、英文版，仍可申请第二

层阶的津贴，以优化学校网页 (例如：增润网页内容、改善网页设计

等)。  

 

5.  简单而言，若学校网页的所有资料均提供中、英文版，可获 20,000 元津贴，

其他学校亦必须就上述的基本资料提供中、英文版，它们可获 10,000 元津贴。学

校亦可善用这项津贴，同时在其他方面优化其网页。学校获发津贴后，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优化学校的网页。  

 

申请和发放津贴的安排  

 

6. 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均须填妥申请表格（附錄一），选择第一层阶或第二

层阶的津贴，并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或之前以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本局幼稚园行政

二组（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1432 室；传真号码：

3579 4010）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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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局一般可于 2020 年 10 月通知幼稚园申请结果，并会尽快发放优化学校网

页津贴予幼稚园。  

 

8.  幼稚园可以运用津贴采购服务或聘请额外人手，以优化学校网页。就此，幼

稚园必须依循教育局「幼稚园采购程序指引」的采购程序。在聘请额外人手时，则

必须参照教育局「幼稚园行政手册 (2020 年 7 月更新版)」中「聘用教职员」的相关

指引。  

 

财务及会计安排  

 

9. 幼稚园须备存独立的账目，以妥善记錄优化学校网页津贴的收支项目，并须

在提交予教育局的经审核周年账目内呈报这些收入及开支。所有账簿、采购记录、

收据、支款凭单及发票等必须由幼稚园保存，以作会计及审核用途。按照惯例，相

关记录须保存不少于七年。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要求幼稚园提供相关文件审核优化

学校网页津贴的使用。幼稚园须确保有效运用这项津贴，全数用于与优化学校网页

相关的开支。如教育局发现幼稚园把这项津贴作非指定用途，及／或不再符合本通

函所列的要求，本局可要求幼稚园全数归还所获津贴予教育局。  

 

10.  幼稚园亦可因应需要，调拨幼稚园教育计划下基本单位资助的非教学人员薪

酬部分以支付有关开支及／或由学校经费填补，而相关开支不得纳入幼稚园的学费

调整计算内。幼稚园不得将这项津贴的拨款／余款调往其他帐项。  

 

11.  学校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使用这项津贴，并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

或以前填妥并交回附录二的优化学校网页津贴运用报告。教育局会在收取相关报告

后检查幼稚园的网页，以确定其符合相关层阶津贴的要求。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优化学校网页津贴仍有余款，须退回教育局。如发现幼稚园的网页未能符合相关

层阶津贴的要求，学校须尽快作出修正。如学校最终未能符合教育局的要求，须全

数归还所获的津贴予教育局，教育局亦会考虑拒绝学校继续参加计划。  

 

12.  此外，若幼稚园在 2024/25 学年结束前停办、被撤销参加计划的资格或退出

计划，必须把有关津贴全数退还政府。  

 

查询 

13. 如有查询，请致电 3540 6808/ 3540 6811 与本局幼稚园行政二组联络。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苏婉仪代行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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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幼稚园教育计划  

优化学校网页津贴申请表  

请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或之前填妥本表格，  

以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幼稚园行政二组  

（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1432 室；传真号码：3579 4010）  

致：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幼稚园行政二组）  

(请于适当空格内加上「」号)  

 

本人                           （姓名），为                                             （幼稚园名称）

之校监，现确认本幼稚园—  
 

 申请第一层阶优化学校网页津贴（津贴额：10,000 元）。本人理解并会遵守教

育局通函第 126/2020 号有关优化学校网页津贴的安排及要求。  

 申请第二层阶优化学校网页津贴（津贴额：20,000 元）。本人理解并会遵守教

育局通函第 126/2020 号有关优化学校网页津贴的安排及要求。  

 无须申请优化学校网页津贴，现有学校网页已经符合第一层阶  ／  第二层阶#优

化学校网页津贴的相关要求，而在现阶段没有计划作进一步的优化。  

 

本人同时承诺，如本幼稚园在获发津贴后并没有按本通函所列的要求优化学校网

页，或在 2024/25 学年结束前停办、被撤销参加计划的资格或退出计划，本幼稚园

会将有关津贴全数退还教育局。  

 

学校中文全名*：  

 

 

学校英文全名*：  

 

学校编号及校址编号：  

(格式：xxxxxx-0001)  －  

校监签署：  

 

校监姓名：  

 

日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  须与印章一致  
  

学校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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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幼稚园教育计划  

优化学校网页津贴运用报告 

请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填妥本表格，以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幼稚园行政二组  

（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1432 室；传真号码：3579 4010）  

 

致：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幼稚园行政二组)  

(请于适当空格内加上「」号)  
 

(供获第一层阶津贴的幼稚园填写) 

1.   本幼稚园获批第一层阶津贴 (津贴额：10,000 元 )，并已按教育局通函第

126/2020 号的要求运用有关津贴，在学校网页提供中、英文版的学校基本

资料。  
 

其他优化项目（如适用）：  

 

 

 

 

(供获第二层阶津贴的幼稚园填写) 

2.   本幼稚园获批第二层阶津贴 (津贴额：20,000 元 )，并已按教育局通函第

126/2020 号的要求运用有关津贴，学校网页的所有内容均提供中、英文版

（除了中文教学资源及由其他机构提供但只有中文或英文版的资料外）。  
 

其他优化项目（如适用）：  

 

 

 

 

3.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止，本校的优化学校网页津贴  

 已全数用完  

 尚有余款                 元  
  

主要用途包括：  

 翻译服务  

 技术支援  

 其他: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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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人确认  

(a) 幼稚园已备存独立的账目，妥善记錄优化学校网页津贴的收支项目。所

有账簿、采购记录、收据、支款凭单及发票等会由学校保存至少 7 年，

以作会计及审核用途。如经审核周年账目所述的实际余款与上述的不

符，学校会尽快通知教育局跟进；以及  

(b) 如学校未能提供相关文件以作审核、学校并非依照本通函所载的使用范

围使用该笔津贴，或学校网页最终未能符合相关层阶津贴的要求，学校

会全数归还所获得的津贴予教育局，并清晰明白教育局会考虑拒绝学校

继续参加计划。  

 

 

学校中文全名*：  

 

学校英文全名*：  

 

学校编号及校址编号：  

(格式：xxxxxx-0001)  －  

学校网址：   

校监签署：  

 

校监姓名：  

 

日期：  

 

 

 

 

 

*须与印章一致  

学校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