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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免費午膳 

常見問題 

 

 

簡介 

 

(1) 問： 推行「在校免費午膳」項目的目的是甚麼？ 

 

答： 推行「在校免費午膳」項目的目的是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讓合

資格學生在校期間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並減輕清貧家庭的經濟壓力。 

 

(2) 問： 「在校免費午膳」由 2014/15 學年起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後，項目的推行模式有否改

變？ 

 

答： 在 2011/12至 2013/14學年，關愛基金以先導形式推行為合資格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

午膳。有關項目每年的推行模式相若，教育局以通函邀請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直

資）全日制小學知會家長參與計劃，並為參與學校預先提供撥款，以便學校採用實報

實銷的形式支付合資格學生的午膳費用，教育局會在學年結束時核實有關撥款。由 

2014/15 學年起，項目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計劃後，有關的執行細節與過往相若。 

 

(3) 問： 參與「在校免費午膳」的學生需要符合甚麼資格？ 

 

答：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小一至小六學生均可參與「在校免費午膳」： 

(i)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全額津貼」； 

(ii) 就讀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或直資的全日制小學；及 

(iii) 由其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 

 

(4) 問： 參加「在校免費午膳」的學校是否要為合資格學生安排午膳？何謂「安排」？                   

安排上要注意些甚麼？ 

 

答： 是。「安排」的方式包括根據招標及採購指引為學生選擇午膳供應商、學校自僱員工

為學生提供午膳等。但如學生自備午膳回校，則參與學校將不會因應這些學生而獲提

供有關撥款。 

 

學校應為學生的午膳作妥善安排，除包括要求午膳供應商提供健康、均衡而充足的膳

食外，亦須安排多元食物種類的選擇，以照顧個別學生的不同需要（例如因應健康、

宗教或文化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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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辦法 

 

(5) 問： 哪些學校可以參加「在校免費午膳」，及如何參加？ 

 

答： 所有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和直資的全日制小學皆可參與，為合資格學生提供

在校免費午膳。學校須填妥夾附於相關教育局通函內的申請表格或透過統一登入系

統（https://clo.edb.gov.hk/）填妥電子表格，在截止日期前交回教育局學生特別支援組

觀塘辦事處辦理。 

 

行政安排 

 

(6) 問： 學校如何通知家長有關「在校免費午膳」和提交申請？ 

 

答： 參與學校每年，不論有否在半天上課期間為合資格學生作特別安排，亦必須就新學年

的「在校免費午膳」向家長發出通告知會全校家長有關計劃的詳情，並邀請家長參

加；而家長應使用該通告的回條向學校提出申請。學校可參考上載於本局網頁的通

告樣本（http://www.edb.gov.hk/tc/freelunch）。 

 

(7) 問： 家長需要向學校提交哪些證明文件？ 

 

答： 家長需要向學校提交兩份證明文件，包括： 

(i) 由學校發出申請參加「在校免費午膳」的通告回條，以核實學生家長同意學生

參與計劃；及 

(ii) 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發出的「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

知書」或「資格證明書」，以證明其子女獲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資

格。 

 

(8) 問： 由於申請學生資助計劃的資格審查需時，家長如正等候學生資助計劃的審批結果並已

在學期初預繳／繳付午膳費用，「在校免費午膳」資助可否追溯至該學年的 9 月 1 日

（或該學年入學的日期）？ 

 

答： 原則上「在校免費午膳」資助應以家長向學校提交申請「在校免費午膳」的日期起

計算，家長不可追溯申請日期之前的午膳費用，但由於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審核需

時，而午膳費用普遍需要預繳，對於已提交「在校免費午膳」申請，但正等候學生

資助計劃的審批結果並已為子女繳付午膳費用的家長，若日後能提交所需的證明文

件，學校應安排午膳供應商將有關款項（由申請日起計算）退回家長。至於在學年

開始時不擬申請「在校免費午膳」的家長，日後亦可向學校提交申請，但午膳資助

只會由家長向學校提交申請「在校免費午膳」的日期起計算，家長不可追溯該日期

之前的午膳費用。有關例子請見附錄。 

 

 

 

https://clo.edb.gov.hk/
http://www.edb.gov.hk/tc/free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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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問： 學校可否將現金給予家長？ 

 

答： 有關「在校免費午膳」撥款是由教育局直接發放予參加學校，再由學校代合資格學生

向午膳供應商繳付費用，學校不應將現金給予家長／學生。 

 

(10) 問： 若因不同情況，學校為合資格學生繳付午膳費用後，才發覺沒有需要代學生繳付（例

如學生告病假或退學等，甚至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覆核時證實學生不合資

格），學校應如何處理？ 

 

答： 原則上，若學生告病假或退學，學校又能及時通知午膳供應商停止向有關學生提供午

膳，則學校應要求供應商退還差額。 

 

若學校根據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提供的資料，發覺學生經該處覆核後為不符合

「全額津貼」資格，學校須通知家長自行支付午膳費用予午膳供應商，並須要求家長

退還學校已代繳的午膳費用。有見及此，本局建議學校每月核對由學生資助處發放的

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申請結果概覽表或更新報告，以便及時通知家長及午膳

供應商有關安排。 

 

(11) 問： 若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覆核或處理上訴個案時，證實學生由不合資格轉變為

合資格，學校應如何處理？ 

 

答： 若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經覆核或最終批核學生可獲得「全額津貼」，學校應

按照上述第 8題所載的原則處理有關個案。 

 

(12) 問： 如午膳單據上只有付款金額（例如到便利店，或以繳費靈、銀行入數、自動櫃員機轉

帳、劃線支票等付款），或學校自僱員工為學生提供午膳，而沒有其他所需資料，學

校應如何處理？ 

 

答： 學校負責員工須在單據上列明受惠學生人數、午膳費用和用膳日數作為計算所付金

額的細分項目，並簽署確認及蓋上學校校印以示核實。 

 

(13) 問： 學校可否將獲發「全額津貼」的學生資料轉交午膳供應商？ 

 

答： 學校須取得獲發「全額津貼」學生家長的同意，並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處

理。 

 

(14) 問： 小學在實施「在校免費午膳」時，教師的工作量相應增加，亦加重學校的行政負擔。

教育局如何支援學校？ 

 

答： 由 2014/15 學年起，教育局已為公營小學提供一項相等於一名文書助理薪金的額外經

常現金津貼，以協助因推行各項措施而增加的行政及文書工作，尤與扶貧有關的項目

（包括「在校免費午膳」）。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0/20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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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安排 

 

(15) 問：  參加學校何時會收到「在校免費午膳」的撥款？ 

 

答： 教育局會分別在每年 8 月底及 12 月底直接發放撥款予資助（包括特殊學校）及直資

的全日制小學。至於官立全日制小學的撥款則分兩期於每年 8月及翌年 4月發放。 

 

(16) 問： 如何計算「在校免費午膳」的撥款？ 

 

答： 「在校免費午膳」的撥款是按本局預計個別參加學校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

貼」的學生人數、學校在申請表格內填報的每日午膳費用和午膳日數來計算，並分

兩期發放給學校，即 8月底及 12 月底（官立小學則按其一貫會計安排在翌年 4月發

放）。在第二期撥款時，會一併調整已發放的撥款。 

 

(17) 問： 如學校所得的「在校免費午膳」的撥款不足以應付實際支出，又或多於實際支出，該

如何處理？ 

 

答： 「在校免費午膳」的撥款是預先提供予學校，並根據我們預計個別學校在學生資助

計劃下的「全額津貼」的學生人數估算。若預撥予學校的撥款不足，學校可知會教

育局學生特別支援組觀塘辦事處以調整有關撥款。如撥款多於實際支出，學校在學

年結束時須核實有關撥款的收支結餘，以便將餘款退還教育局，餘款不可結轉至下

一年度使用；若帳目內出現赤字，教育局會隨後補足差額。本局會在每年 6月另函通

知學校有關補足差額的安排。 

 

(18) 問： 學校應如何處理「在校免費午膳」的帳目？ 

 

答： 有關撥款屬特定用途的津貼範圍。一如其他津貼，參加學校須編制分類帳目處理，並

保存有關單據，單據除列載支出金額外，還須顯示受惠學生人數、午膳費用和用膳

日數，以備查核。資助學校請遵照教育局發出要求學校提交經審核周年帳目的有關

通函及附件的規定，編制分類帳目和將周年帳目送交本局審核。至於官立小學，有

關撥款將會以預算撥款形式發放。學校須從指定用戶帳號中支帳，財政年度的撥款

開支不得超出預算。 

 

(19) 問： 參與 2022/23 學年「在校免費午膳」的學校，若因疫情實行半日上課而需為學生提供

優質、低風險並能夠保存較長時間的午膳餐盒，方便學生攜帶回家進食，應如何處理

與學校現有午膳供應商的合約？ 

 

答： 學校可考慮在諮詢相關持分者的意見後，由校長或其委任的負責人員與現時午膳供應

商商討，以修訂合約條文形式實行，並以附錄形式記錄有關修訂，包括價格的調

整。就是次安排的所有修訂均需由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批准，並妥為記錄。如學校

在檢視合約後，未能以上述形式作修訂，學校可考慮就是次的特別安排按教育局的

《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重新進行採購。如學校現時的合約即將屆滿，在訂定

新合約／延長合約時，應適切考慮情況及檢討相關條文，以便學校在實行半日上課

期間，午膳供應商仍可繼續為合資格學生作妥善的午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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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0) 問： 因疫情實行半日上課期間，學校如何選擇富營養、低風險並能夠保存較長時間的午膳

餐盒？  

 

答： 學校在選擇提供富營養、低風險並能夠保存較長時間的午膳餐盒時，可參考食物安

全中心發出的《如何確保學校午餐安全指引》，包括確保派發前，熱餐盒保持在攝

氏 60 度以上或冷凍餐盒保持在攝氏 4 度或以下。考慮部份學生回家路程可能較長，

學校不應提供凍食，例如沙律、涼拌菜或三文治等。熱食方面，無論學校提供的是

熱餐盒或冷凍餐盒，學生回家後宜將食物徹底翻熱至滾燙，並盡快進食。學校應提

示午膳供應商不要提供容易變壞的食物，例如未徹底煮熟的雞蛋、豆腐、綠葉蔬菜

或含有太多餸汁的菜式（例如咖哩）等。學校亦應藉此機會為學生提供相關的健康

及環保教育，教導學生食物安全的知識並提醒他們不要浪費食物，以及指導學生及

家長如何妥善處理午膳餐盒以確保食物安全及衛生；亦可鼓勵他們自備保溫袋／環

保袋以盛載餐盒回家，並提醒他們每次用後必須妥善清潔保溫袋。 

 

 有關如何為學生選擇健康的午膳，學校可參考衞生署發出的有關指引及參考文件。

詳情見「健康飲食在校園」（網址：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index.aspx）。 

 

(21) 問：  學校如何聯絡負責的教育局人員？ 

 

答：  如有查詢，請致電 3850 2035與教育局學生特別支援組觀塘辦事處聯絡（地址：九龍

觀塘觀塘道 410號觀點中心 10樓 1001-3室）。 

 

 

教育局 

2022年 10月 

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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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在校免費午膳 

在不同個案下學生的資助生效日期 

 

個案 家長向學校提交申

請「在校免費午

膳」的通告回條的

日期 

家長向學校提交所

需證明文件的日期 

（如「資格評估申

請結果通知書」或

「資格證明書」） 

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

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

處發出學生資助計劃

「全額津貼」資格生效

日期 

「在校免費午膳」

資助生效日期 

注釋 

1 該學年的 9月 1日 該學年的 10月 1日 該學年的 9月 1日 該學年的 9月 1日 學校應安排午膳供應商退回家長已繳付／預繳的 9月及 10月份

的午膳費用，並由學校代繳該學年其後的午膳費用。 

 

2 該學年的 9月 1日 該學年的 12月 1日 該學年的 11月 1日 該學年的 11月 1日 學校應安排午膳供應商退回家長已繳付／預繳的 11月及 12 月

份的午膳費用，並由學校代繳該學年其後的午膳費用。家長須

為其子女繳付 9月及 10月的午膳費用。 

 

3 該學年的 12月 1日 翌年的 2月 1日 該學年的 9月 1日 該學年的 12月 1日 由於家長於該學年的 12月 1日向學校提交「在校免費午膳」的

申請，學生的「在校免費午膳」資助生效日期只能由該學年 12

月 1日起計算。家長不可追溯 12月 1日之前的午膳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