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  EDB(SDCT)2/ADM/125/1/8(1)  

 

教育局通函第 61/2022 號  

 

 

分發名單:  各中學日校、小學、特殊學校

（不包括官立學校）及幼稚園

的校監和校長  

 副本送:  各組主管–備考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  

「非官立學校和幼稚園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津貼計劃」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學校有關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非官立學校

和幼稚園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津貼計劃」（「本計劃」）的詳情，並籲請學校

盡快為其直接聘用的清潔或保安工作人員在申請限期前提交申請，讓合資格

清潔或保安人員能盡快獲得津貼；另外，亦籲請學校通知其清潔及／或保安

服務承辦商（「服務承辦商」）本計劃的安排，以及提醒他們應盡快在申請限

期前為其清潔或保安人員提交申請。  

 

詳情  

 

2.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學校在各崗位的清潔及保安人員協

助下，持續為教職員及學生提供一個衞生的工作及學習環境，其中清潔人員

經常加強清潔及消毒校舍（包括學生宿舍），而保安人員亦經常駐守在校舍

的出入口，與進出校園的持份者及公眾人士頻密接觸，執行多項必要的防疫

抗疫措施，以防止疫情在校園散播。他們均在校園攜手抗疫上擔當不可或缺

的關鍵角色。為了向這些前線人員的防疫工作提供財政支援，並對他們在關

鍵時刻盡忠職守予以肯定，「防疫抗疫基金」特別撥出款項，向非官立學校1

（學校）的前線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提供為期五個月（合資格發放津貼的

月份為2022年2月至6月），每月2,000元的津貼。  

 

                                                 
1  非官立學校包括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按位津貼學校、英基學校、國際學校、

私立獨立學校、幼稚園及提供全面正規課程的私立日間學校。本計劃不涵蓋由服務承辦商調派到官立學校

服務的前線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有關人員可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支援政府、香港房屋委員

會及香港房屋協會服務承辦商的清潔及保安人員的防疫抗疫工作」項目中受惠。 



合資格人士  

 

3.  合資格的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必須為以下人士：  

 

(一)  直接受聘於學校的人員；或  

(二)  由獲學校委聘以履行服務合約的清潔／保安服務承辦商調派到

學校的人員  

 
他們必須在合資格發放津貼的曆月曾為學校提供前線清潔／保安服

務。另外，本計劃沒有規限受惠者的職位名稱，亦不以工作時數或

聘用形式訂定合資格準則，因此以全職、兼職或臨時工等形式受聘

的前線清潔／保安工作人員均能受惠。  

 

4.  有關申請必須經由學校（適用於直接受聘於學校的清潔或保安工作

人員）或服務承辦商（適用於由服務承辦商調派到學校的清潔或保安工作人

員）提出。合資格的前線清潔或保安人員不會直接申請領取津貼。  

 

合資格發放津貼的月份  

 

5.  合資格發放津貼的月份，是指在 2022 年 2 月至 6 月期間（為期五個

月），前線工作人員直接向學校提供前線清潔及保安服務的曆月。  

 

申請程序  

 

6.  相關資料及表格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  > 學
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 申請防疫
抗疫基金資助。學校及服務承辦商可瀏覽有關詳情及下載相關表格。申請資

格、申請手續及發放津貼安排等詳情可參閱有關的填表須知及常見問題的問

與答。  

 

7.  學校及服務承辦商須根據本計劃所述的申請資格及準則，於 2022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或之前，將已填妥的申請表格正本寄交教育局學校發展

分部中央  2 組（地址：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  3 樓），信封上註明「非

官立學校和幼稚園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津貼計劃」；或放入設於教育局港島

區域教育服務處的「申請防疫抗疫基金」投遞箱內（地址：香港太古城太古

灣道  14 號  3 樓）。逾期申請將不獲受理。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期為準。另外，

服務承辦商亦須另備一份申請副本提供予有關學校作備存。是項計劃的申請

流程圖載於附錄。  

 

http://www.edb.gov.hk/


8.  在津貼期內，教育局會先處理學校及服務承辦商在申請表格上提供

由 2022 年 2 月至 5 月的資料；在初步確認合資格的申請後，教育局會通知

學校及服務承辦商在指定限期前提交 2022 年 6 月的「月報表」，以申報相關

曆月服務學校的清潔人員及／或保安工作人員。此外，教育局會經由學校

（適用於直接受聘於學校的清潔或保安工作人員）或服務承辦商（適用於由

服務承辦商調派到學校的清潔或保安工作人員）向合資格的清潔及／或保安

人員發放津貼。學校及服務承辦商收到相關津貼後，必須於一個月內盡快向

合資格人士發放津貼，並填妥「簽收表」。  

 

撥款安排  

 

9.        申請獲批後，服務承辦商及學校相關撥款安排如下：  

 

(i) 服務承辦商：津貼會以劃線支票形式發放予服務承辦商；  

 

(ii)  接受政府資助的學校［包括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學校、直資學校及英基

學校］：有關津貼會直接存入學校收取教育局津貼的銀行帳

戶；  

 

(iii)  曾以自動轉賬方式於本年獲發「防疫特別津貼」的(a)私立中

小學（包括提供全面正規課程的私立日間學校、國際學校及

私立獨立學校）及(b)沒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有

關津貼會以自動轉賬方式存入曾獲發教育局通函第  51/2022 

號的「防疫特別津貼」（2022 年 3 月）的同一銀行帳戶；  

 

(iv)  曾以劃線支票方式於本年獲發「防疫特別津貼」，以及從未收

取教育局現金津貼（包括新開辦學校）的私立中小學（包括

提供全面正規課程的私立日間學校、國際學校及私立獨立學

校）：統一以劃線支票形式發放津貼；及  

 

(v) 從未收取「防疫特別津貼」（包括新開辦學校）的幼稚園，以

及在本年申請「防疫特別津貼」後須更改有關銀行帳戶資料

的幼稚園：在提交申請表格時，須連同已填妥的「學校校監

聲明」及通用表格第 179A 號「款項付予銀行授權書」一併

交回。  

 

 

 



財務及會計安排  

 

經由服務承辦商提交的申請  

10.        服務承辦商須將所有申請本計劃的文件副本及／或相關證明文件提

供予有關學校備存，服務承辦商及學校須妥善保存所有相關文件至少七年，

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隨時查閱。  

 

 

經由學校提交的申請  

11.        所有學校須為這項津貼另設一個獨立的分類帳，以妥善記錄「非官

立學校和幼稚園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津貼計劃」的收支項目。所有帳簿、收

據、支款憑單及發票等必須由學校保存至少七年，以作會計及審核用途。學

校應遵照本局發出要求學校提交經審核周年帳目的有關通函及附件的規定，

編製分類帳目和周年帳目。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要求學校（包括各類私立學

校）提供相關文件（例如聘用合約、考勤紀錄等）查核本計劃津貼的使用。  

 

 

學校的工作  

 

12.  學校須於上述限期前，為其聘用的清潔人員及／或保安工作人員提

交申請；至於由服務承辦商調派到學校的清潔或保安人員，學校須盡快通知

其服務承辦商本計劃的詳情，並促請服務承辦商為其合資格的清潔或保安人

員提交申請。學校須在申請表格上簽署及蓋印，以確認其服務承辦商與學校

（或其辦學團體）簽署的服務合約在合資格發放津貼的月份仍然有效，並確

認為學校提供前線清潔／保安服務的工作人員數目，以便我們能從速審批有

關申請。我們重申雖然學校並非由服務承辦商聘任的清潔或保安人員的僱

主，但考慮到有關前線工作人員一直為學校在防疫工作上的付出，在承擔高

感染風險的情況下工作，我們籲請學校盡力協助本局將津貼妥善恰宜地發放

予服務其校的所有合資格人士，為有關人員過去付出的努力予以肯定。如教

育局對有關申請有任何疑問，會直接聯絡學校以了解服務承辦商及／或其聘

用的工作人員的服務概況，以處理有關申請及讓合資格清潔或保安人員能盡

快獲得津貼。  

 

13.  另外，學校及服務承辦商在收取有關津貼後，必須於一個月內盡快

向相關的合資格清潔或保安工作人員發放津貼。  

 

 

 

 



14.  請注意，服務承辦商、學校及／或申請人所填報的申請資料均須正

確無訛。如蓄意或存心虛報資料或隱瞞任何事項，用以錯誤引導政府處理申

請或獲取本計劃的款項，政府會取消已批准的津貼，而已發放的款項亦須全

數退還政府。如發現有任何違反法例規定的事宜，我們必定會嚴肅跟進，並

在有需要時將個案轉交執法部門調查。此外，如服務承辦商未有將津貼發放

予簽收表上的合資格人士，有關服務承辦商可被檢控。若學校得知有關嚴重

的失當行爲，應即時通報教育局學校發展分部中央  2 組，並將此服務承辦商

的失當行為紀錄在案，作為下一次是否再次邀請有關服務承辦商進行競投學

校各項服務合約的考慮因素。  

 

查詢  

 

15.  如有疑問或查詢，請瀏覽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  > 學
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 申請防疫
抗疫基金資助 ，或循以下途徑與學校發展分部中央 2 組聯絡：  

 
電郵：  sd_centralteam2@edb.gov.hk  

電話：  2863 4666（學校清潔服務）、2863 4766（學校保安服務）  

傳真：  2865 0658  

地址：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  3 樓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李錦光代行  

 

2022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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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 

「非官立學校和幼稚園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津貼計劃」 

申請流程 

適用於服務承辦商所聘用的清潔或保安工作人員 

申請表格（一）適用 

學校清潔／保安服務承辦商確認其清潔／保安人員在 2022年 2月至 5月曾直接向

學校提供前線清潔／保安服務，並於 2022 年 6月 23 日（星期四）或之前，將已填

妥並獲學校確認其服務的申請表格（一）正本送交教育局，另須準備一份副本提供

予有關學校備存 

 

教育局接獲申請後，會以電郵通知有關服務承辦商收悉其申請。教育局完成初步審

批後會向成功申請的服務承辦商發出 （1）「成功申請通知書」、（2）「月報表」（6

月適用）及（3）「簽收表」，副本會送交學校，讓學校知悉有關申請獲批。 

 

服務承辦商須提交「月報表」（6月適用） 

服務承辦商須確認其清潔／保安人員在 6 月曾履行向學校提供前線清潔／保安服

務，並在載於「成功申請通知書」中的指定限期前將已填妥的「月報表」（ 6 月適

用）正本交回教育局辦理。服務承辦商亦須另備一份副本提供予有關學校備存 

 

發放津貼* 

［*津貼會分兩期（即 2至 5月以及 6月）發放］ 

 教育局會分兩期以劃線支票發放津貼，寄往服務承辦商在申請表格（一）上填

寫的地址 

 服務承辦商收到相關津貼後，必須於一個月內盡快向合資格人士發放津貼 

 

發放津貼後，服務承辦商須提交「簽收表」 

 每次發放津貼給予合資格人士後，服務承辦商須填妥「簽收表」，以紀錄及確

認每名合資格人士已收取相關月份的津貼 

 服務承辦商須於獲發津貼後的一個月內將已填妥「簽收表」正本呈交教育局，

並妥善保存相關文件副本及記錄。服務承辦商亦須另備一份副本提供予有關學

校備存 

 

津貼期完結 

 服務承辦商及學校須妥善保存本計劃的所有文件至少七年，供教育局在有需要

時隨時查閱 

 

 

第一階段： 

提交「申請表格

（一）」 

 

第二階段： 

提交「月報表」 

津貼發放完畢 

第三階段： 

發放津貼及 

提交「簽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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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 

「非官立學校和幼稚園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津貼計劃」 

申請流程 

適用於學校直接聘用的清潔或保安工作人員  

申請表格（二）適用 

學校確認其聘用的清潔／保安人員在 2022年 2月至 5月曾提供前線清潔／保安服

務，並於 2022 年 6月 23 日（星期四）或之前，將已填妥的 

申請表格（二）正本送交教育局 

 

教育局接獲申請後，會以電郵通知有關學校收悉其申請。教育局完成初步審批後會

向成功申請的學校發出 （1）「成功申請通知書」、（2）「月報表」（6月適用）及

（3）「簽收表」 

 

學校須提交「月報表」（6月適用） 

學校須確認其清潔／保安人員在 6 月曾提供前線清潔／保安服務，並在載於「成功

申請通知書」中的指定限期前將已填妥的「月報表」（6月適用）正本交回教育局辦

理。學校須妥善保存所有相關文件 

 

發放津貼* 

［*津貼會分兩期（即 2至 5月以及 6月）發放］ 

 教育局會按教育局通函第 61/2022 號第 9 段的撥款安排分兩期發放津貼 

 學校收到相關津貼後，必須於一個月內盡快向合資格人士發放津貼 

 

發放津貼後，學校須提交「簽收表」 

 每次發放津貼給予合資格人士後，學校須填妥「簽收表」，以紀錄及確認每名

合資格人士已收取相關月份的津貼 

 學校須於獲發津貼後的一個月內將已填妥「簽收表」正本呈交教育局，並妥善

保存相關文件副本及記錄 

 

津貼期完結 

 學校須妥善保存所有相關文件至少七年，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隨時查閱 

 

 

第一階段： 

提交「申請表格

（二）」 

第二階段： 

提交「月報表」 

津貼發放完畢 

第三階段： 

發放津貼及 

提交「簽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