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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留意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CCF‐BYOD）」

2018‐09‐01 至 2021‐08‐31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
（QEF‐eLS）」

2021‐09‐01 至 2024‐08‐31



2018‐09‐01 至 2021‐08‐31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CCF‐BYOD）」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Google 

CCF‐BYOD



2021‐09‐01 至 2024‐08‐31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QEF‐eLS）」

https://www.qef.org.hk/tc/c_index.html



2021‐09‐01 至 2024‐08‐31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QEF‐eLS）」

http://gg.gg/qef‐els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QEF/qef_index.html





https://i.ytimg.com/vi/saQWCgQe9no/maxresdefault.jpg



設備擁有權



擁有權

•學生（家庭）

CCF‐BYOD

•學校

QEF‐eLS

如果價錢多於資助額：
• 以前家長俾差價
• 而家學校俾差價



擁有權

•學生（家庭）

CCF‐BYOD

•學校

QEF‐eLS

設備應該「專」給有關
學生使用

優先不建議！



如果無需要，
不用申請（住）

•申請

情境一：學生自攜裝置（BYOD）

•申請

情境二：學校提供專屬設備

•考慮考慮

•（學生借回家用：eAssignment at home, 
online lesson）

情境三：學校提供共用設備



找數 by E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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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數 by 
EDB …

QEF‐eLS



撥款適用於 …



撥款適用於 …

有關單據需要在
2021‐09‐01 或之後



撥款適用於 …

（轉校）

•CCF‐BYOD  CCF‐BYOD
•還機？

•CCF‐BYOD  QEF‐eLS
•QEF‐eLS QEF‐eLS



撥款適用於 …

（轉校）

Case A : 



撥款適用於 …

（轉校）

Case B : 



撥款適用於 …

（轉校）

Case C : 



經驗之談 … 中伏位



出標書



出標書



出標書：中伏位

不可以（Alternation of Tender）



出標書：中伏位



出標書：中伏位



出標書：中伏位



出標書：中伏位



出標書：時間？

•未能確定學生受助身份
•全班、全級、全校 BYOD先收錢，如合資格，再
退錢

•否則：

•等 1/9 後有名單，並在有懷疑時提供名單給教育局作核
對

•會否因此有學生無機用？

•需要全校性考慮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適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citg.html

CITG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適用範圍 Ambit）

WiFi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OITG/OITG‐index.html

OITG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SSG/itssg‐index.html

ITSSG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CCF/EDBCM20055C.pdf

CCF‐BYOD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QEF/EDBCM21063C.pdf

QEF‐eLS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QEF/EDBCM21063C.pdf

QEF‐eLS三年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QEF/EDBCM21063C.pdf

QEF‐eLS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範圍 Ambit）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QEF/EDBCM21063C.pdf

QEF‐eLS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範圍 Ambit）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Claim 錢單據寫法（符合資助應用範圍 Ambit）



設備借用：https://www.aitle.org.hk/?p=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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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借用：損壞遺失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
t/t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
charges‐in‐sch/aided‐
sch/collection%20sof%20fines,%20c
harges_aided%20sch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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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借用：損壞遺失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charges‐in‐sch/aided‐sch/collection%20sof%20fines,%20charges_aided%20schs_c.pdf



設備借用：損壞維修

•學校 D
•學校提供Mobile Computer Device 給所有學生

•如有損毀

•學校看看是否保養包？

• 如包維修

• 如需額外付款將維修 Quotation 給學生家長

• 學生家長與供應商直接溝通



設備借用：損壞維修

• I agree that such device, and its replacements, will be managed by 

the School’s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system (XXXXXX) 

during my study period in the School. If the loaned device is 

damaged, lost or stolen, I will report the damage or loss 

immediately to the School. If the damage or loss is caused due to 

negligence, my par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ull costs of the 

device replaced by the School’s authorized vendor (YYYYY).



設備借用：遺失

https://www2.erc.police.gov.hk/cmiserc/EGIS‐HK‐Web_NEW_UI/ereport_details



設備借用：遺失

• Sharing by a school :
•我學校試過，如果要 claim 學校保險，唔可以用 e 
loss memo, 一定要去警署

•我個 case 係同事唔見左筆 / ipad.  結論係:
• 要用 Paper‐based loss memo

• 墊底費 $2,000



設備借用：遺失

•要考慮

• EDB 個 bulk 或者學校個 insurance 包唔包 QEF 買嘅機

• 定係「學校另外一份 bulk insurance」

• 其他考慮

• e / Paper‐based loss Memo
• 墊底費

• XX 小時內向保險公司報失

• 如果個 product 買唔返，咁點計個賠償額

• 件 item 係唔係要響學校



其他 BYOD Resources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BYOD_e.pdf



其他 BYOD Resources : Other schools’ Ref

http://www.cccmkc.edu.hk/en/%E8%87%AA%E6%94%9C%E6%B5%81%E5%8B%95%E9%9B%BB%E8%85%A6%E8%A3%9D%E7%BD%A
Ebyod%E7%9A%84%E6%94%BF%E7%AD%96%E5%8F%8A%E5%AE%88%E5%89%87



其他 BYOD Resources : Other schools’ Ref

https://www.sja.edu.hk/download/notice/202010221929168453271e.pdf



其他 BYOD Resources : Other schools’ Ref

http://www.
wkc.edu.hk/
w3/BYOD_En
glish_V2.pdf



其他 BYOD Resources : Other schools’ Ref

https://www.sjacs.edu.hk/index.php
/2021/05/13/byod‐aup/



其他 BYOD Resources : Other schools’ Ref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ng/viewer?url=https://www.munsang.edu.hk/secondary/pdf/
administration/BYOD_introduction_F1_Oday.pdf



Google



AiTLE Support



AiTLE Support
https://www.aitle.org.hk/?p=3620



鳴謝

• 黃潔芳（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 何嘉琪（聖公會諸聖中學）

• 蔡志輝（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 胡錦江（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 呂恒森（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 李天民（聖若瑟英文中學）



鳴謝

• 羅恩瀚（滙基書院 (東九龍)）
• 許鵬（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 王家豪（拔萃女書院）

• 區建強（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 郭文釗（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 余耀忠（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 李安迪（天主教領島學校）

• 孔任熙（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 吳冠明（樂道中學）

• 梁景泰（聖公會基愛小學）

• 吳思銘（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



https://www.public‐health.uiowa.edu/wp‐content/uploads/2016/12/thank‐you‐1400x800‐c‐default.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