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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設立 
 
 政府於2011年8月設立承擔額達25億元的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基金)，
資助可提升自資專上教育的質素的措施和計劃。基金 2012 年獲額外注資 10 億

元，以增設更多獎學金和獎項，除了嘉許學業成績優異的專上學生之外，還表揚

在非學術領域取得成就和有才華的學生。政府於 2013 年再向基金注資 2,000 萬

元，以設立展毅獎學金，嘉許在學業及其他領域有卓越表現、值得表揚而有特殊

教育需要 1的專上學生。 
 
2. 基金作為信託設立於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之下，由法團出任基金信

託人。基金的投資收入用作支援以下兩項主要計劃。 
 
(a)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3.  2019/20 學年，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下設有五類獎項／獎學金，分別

是卓越表現獎學金、最佳進步獎、才藝發展獎學金、外展體驗獎和展毅獎學金。 
 
卓越表現獎學金 
 
4. 獲卓越表現獎學金的學生需要： 
 

(a) 學業成績卓越;  
(b) 展現領導才能及良好溝通技巧; 
(c) 對院校／社會作出重大貢獻；及／或 
(d) 對香港社會有高度承擔。 

 
就修讀學士學位和銜接學位的學生而言，每名本地和非本地得獎者每年分別獲得

的奬學金為 4 萬元及 8 萬元；至於修讀副學位的學生，每名本地和非本地得獎者

每年可獲獎學金 3 萬元。 
 
                                                 
1 特殊教育需要涵蓋特殊學習困難、智障、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

覺障礙、聽覺障礙、言語障礙及其他需要。學生一般於登記入學時向院校表明有特殊教育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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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進步奬 
 
5. 最佳進步奬是為鼓勵和表揚學業有顯著進步的學生而設。無論是本地

生或非本地生，每名修讀學士學位或副學位的得獎者均可獲發獎金 1 萬元。 
 
才藝發展獎學金 
 
6. 才藝發展獎學金表揚在非學術領域取得成就或嶄露才華的學生，支持

他們進一步發展潛能。無論是本地生或非本地生，每名修讀學士學位或副學位的

得獎者均可獲發獎金 1 萬元。 
 
外展體驗獎 
 
7. 外展體驗獎支持由院校提名的優異學生到香港境外參加由院校舉辦

或認可的學習、實習或服務計劃，以及國家、地區和國際性的活動及比賽。無論

是本地生或非本地生，每名修讀學士學位或副學位的得獎者均可獲發獎金 1 萬

元。 
 
展毅獎學金 
 
8. 展毅獎學金旨在嘉許在學業及其他領域有卓越表現、值得表揚而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無論是本地生或非本地生，每名修讀學士學位或副學位

的得獎者均可獲發獎金 1 萬 5 千元。 
 
奬項／獎學金的分配 
 
9. 2019/20 學年共有 5 065 名得獎學生，包括 2 496 名修讀副學位課程的

學生，和 2 569 名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分別來自 33 所參與院校。自資專

上獎學金計劃向他們批出合共約 8, 269 萬元的獎學金。得獎學生中有 1 200 名學

生獲得卓越表現獎學金，340 名獲最佳進步獎，967 名獲才藝發展獎學金，2 399
名獲外展體驗獎，另 159 名獲頒展毅獎學金。 
 
 
(b)   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10.  質素提升支援計劃（支援計劃）分為三類申請項目，分別是特定主題

項目、一般項目及工作實習項目。在 2019/20 年度的申請，特定主題項目組的申

請者可自訂項目主題，惟有關項目必須以協作形式進行，即由多於一間合資格院

校策劃及推動，以促進院校間的更緊密合作及協同效應，及盡量廣泛地惠及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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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別。 
 
11. 因應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 2015 年 7 月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的有關

建議，支援計劃於 2016 年 1 月以試行形式加設工作實習項目，鼓勵院校提升學

生的就業能力，包括協助更多專上學生參與工作實習；及加強院校在工作實習方

面對學生的支援。為鼓勵院校推行更多措施支援學生參與工作實習，支援計劃由

2019/20 年度的申請起以兩年試行模式擴大撥款範疇，院校可以就在香港以外地

區進行的工作實習項目提出申請。 
 
2019/20 年度獲批的項目 
 
12. 支援計劃於 2019/20 年度的申請中，共批出 2 個特定主題項目、15 個

一般項目及 2 個工作實習項目，涉及指定用途撥款約 7,400 萬元。獲批的項目涵

蓋以電子學習及互動教學模式改善教學方法及學習效能、透過推廣情緒健康及融

合教育以加強學生支援，以及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及特定領域技術培訓以提升學生

的就業能力等宗旨。獲批項目的詳情載於附件。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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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2019/20 年度獲批的項目 
 
特定主題項目 
 

 申請院校／機構 項目名稱 獲批款項 

1   香港樹仁大學（主要申請

院校）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伍倫貢學院 

發展網上教學及評

核解決方案 
$22,651,590 

2   香港恒生大學（主要申請

院校） 
 珠海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開發及推行用於協

作和團隊學習的實

時協作複合性虛擬

實境系統 

$8,770,761 

合共: $31,422,351 

 
一般項目 
 

 申請院校／機構 項目名稱 獲批款項 
1  明愛白英奇專業

學校 
流動綜合學習程式 – 提昇學生

之學習動機及技巧 
$1,320,000 

2  明愛專上學院 可持續教學與高效參與式學習 $2,086,470 
3  明愛專上學院 設立學院規劃部 $1,920,421 
4  珠海學院 建立英語及文化中心 $1,212,021 
5  香港伍倫貢學院 學生學習支援系統 $2,377,760 
6  宏恩基督教學院 多維度提升邊緣學生的學習能

力 
$496,800 

7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中心

附屬機構） 

藝雲端 — 提升在線藝術教與

學經驗 
$1,851,000 

8  香港浸會大學持

續教育學院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一

站式服務 
$2,400,000 

9  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 
網上互動娛樂英語學習平台 $1,75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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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院校／機構 項目名稱 獲批款項 
10  嶺南大學持續進

修學院 
精神健康意識及個人提升計劃 $1,978,260 

11  香港恒生大學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全面支援 $2,336,661 

12  香港恒生大學 協助學生自我提高英語水平的

互動智能聊天機器人 - 互動模

式、自學更出色 

$1,252,458 

13  香港理工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 
幫助教師明白及運用混合式學

習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863,496 

14  職業訓練局 以專題為本研習提升商業學科

的職業專才教育 
$2,136,456 

15  耀中幼教學院 擴增實景中的語言互動學習 $2,399,680 

合共: $27,382,873 

 
工作實習項目 
 

 申請院校／機構 項目名稱 獲批款項 

1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 
環球校企協作教育 和 應用

環球工作體驗為本的創意實

驗室 

$5,971,600 

2  香港公開大學 科技學生工作實習項目 $9,304,000 

合共: $15,275,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