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合辦
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9/20學年)
提名須知
背景
教育局自 2010/11 學年開始推行高中應用學習課程(包括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內容實踐
與理論並重，與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緊密連繫，配合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及其他學習
經歷，讓學生體驗全面的學習經歷和多元的發展機會。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和
能力，選擇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
羅氏慈善基金理念
配合香港教育改革和發展，推出能與時並進的項目；為學生個人提供支持和鼓勵。
獎學金目標
(1) 嘉許於高中應用學習課程中學習態度正面和表現優秀的學生；
(2) 提高社會人士對應用學習課程的發展及相關教學情況的認識和關注。
督導小組
羅氏慈善基金代表：
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主席
執行委員會成員：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校董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客座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明愛培立學校、明愛樂恩學校校監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校長
瑞萊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榮休校長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校長、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榮休校長

羅嘉穗榮譽博士,MH
吳仰明博士
林孟秋教授
冼權鋒教授
關蕙芳女士
楊佩珊博士
蕭鈺燁女士
曾嘉麗女士
潘淑嫻博士,MH
余大偉先生

教育局代表：
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
總課程發展主任(應用學習)
總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

陳碧華博士
李柏聰先生
黃兆冰女士

學校代表：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校長
伯裘書院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主席

李立中先生
黃頴東先生
梁永鴻博士

提名對象及準則
包括所有於 2019/20 學年修讀高中「應用學習課程」或「應用學習調適課程」的中五學
生（不論是修讀課程的第一年或第二年）。獲提名學生須在學習過程中有良好表現，並
具積極的學習態度及承諾完成修讀該課程。
獲獎名額及獎勵
獲獎名額上限為 550 人。每位獲獎學生將獲發獎學金港幣$1,000 元及嘉許獎狀。
提名人士
(1)學校：校長、教師、社工；或
(2)課程提供機構：應用學習統籌主任、課程導師。

提名名額
若有學生同時獲學校及課程提供機構提名，將撥入後者的提名名額處理。課程提供機構
須主動通知獲提名學生的所屬學校，避免重覆或延誤提名。
(1) 學校提名:按學校於 2019/20 學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中五學生人數計算，人數為
25 名或以下最多可提名一名學生；26 至 50 名最多可提名兩名學生；如此類推。
(2) 課程提供機構提名：按每個課程於 2019/20 學年修讀的中五學生人數計算，人數為
25 名或以下最多可提名一名學生；26 至 50 名最多可提名兩名學生；如此類推。
特別嘉許
為鼓勵學生分享個人的學習經歷和奮鬥故事，藉此勉勵身邊同學，並加強公眾對應
用學習課程的認識，每位獲提名的學生將自動入選角逐「特別嘉許」獎，由督導小
組挑選具啟發性及勉勵作用的學生故事，給予額外獎勵；

每位獲「特別嘉許」的學生將額外獲發獎學金港幣$1,000 元及嘉許狀；

基金將邀請部分獲「特別嘉許」的學生接受訪問，或於頒獎典禮上作分享。



提名須知

提名人士須以指定表格提名，請於截止日期或之前遞交表格正本及副本予基金辦事
處。表格正本必須親自送交或以郵寄方式遞交(以郵戳日期為準)，而副本須以傳真
或電郵(PDF 或 TIF 格式)方式遞交。有關羅氏慈善基金的聯絡資料，請參閲「遞表
及查詢」一欄；

必須完整填寫以下提名表格：
 表格 A1/表格 A2：由學校/課程提供機構填寫，並由學校校長/課程提供機構應用
學習統籌主任簽署，再蓋上學校或機構印章作實，提名方獲受理；
 表格 B：由提名人填寫甲部(提名原因)並簽署，及由獲提名學生填寫乙部(學生
自述及個人學習經歷)並簽署；

不完整或逾期的申請將視為無效，基金將不作另行通知；

學校及機構聯絡人主要負責與基金辦事處溝通、核對學生資料、接收有關提名結果
及頒獎典禮安排等通知，敬請於整個程序期間留意電郵通知，並將消息清楚傳遞至
其他相關人士。
重要日子
(1) 提名截止遞交日期 (以郵戳日期為準)：2020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
 逾期申請將不獲受理
(2) 頒獎典禮：2021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 (暫定)
 所有得獎學生將獲邀出席，另將預留部份座位予學校、課程提供機構代表及家長
計劃日程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至 5 月

：
：
：
：

公布本年度「應用學習獎學金」的資訊
接受提名
獎學金評審及獲獎名單公布
採訪獲「特別嘉許」的學生、籌備及舉行頒獎典禮

備註：
 所有提名將經由獎學金督導小組評審，督導小組對本獎學金的任何安排有最終決定
權;所有獎學金將經由學校向獲獎學生發放，學校亦須協助提交學生的簽收證明；
 所有重要通知及公布將發送至學校及學校聯絡人的電郵地址或課程提供機構聯絡人
的電郵地址，敬請按時檢查電郵信箱，確保適時獲悉各項資訊。
遞表及查詢
羅氏慈善基金
電話：3605 2081（胡小姐）
傳真：3020 6179
地址：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7 號西頓中心 2303 室
電郵地址：APL@lawscharitable.org.hk
基金網頁

常見問題
請瀏覽羅氏慈善基金網頁(www.lawscharitable.org.hk)。

基金 FACEBOOK 專頁

Co-organised by the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Applied Learning Scholarship (2019/20 School Year)
Notes on Nomination
This Notes and the Nomination Forms in English are translated based on the Chinese version. For
details of the Applied Learning (ApL) Scholarship, including the nomination criteria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should there be
any inconsistency.
1.

Schools and course providers (CPs) are both eligible to nominate students for the Scholarship.

2.

All student nominees should have studied ApL course(s) in Secondary 5 (S5) in the 2019/20
school year (s.y.), regardless whether it was their first or the second year of the study.

3.

The nomination form consists of Form A1, Form A2 and Form B. Form A1/Form A2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he nominator (school/CP); whereas for Form B, Part I and Part II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he nominator and the student nominees respectively.

4.

On top of the ApL Scholarship, all nominees will automatically enter for the nomination of
“Special Awards”. The Special Awards are to promote sharing of students’ ow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and the awards will be presented to those students with inspiring
sharing.

5.

Softcopy of the nomination form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on the website of the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LCF): www.lawscharitable.org.hk

6.

Schools and CPs should submit the completed nomination form to the LCF in person or by
mail. Besides, a duplicated copy of the nomination form should be sent to the LCF by either
fax or email in PDF or TIF format.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the nomination form is 4
December 2020 (Friday) (postmark date on envelope will be regarded as the submission
date).

7.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LCF)：
Telephone : 3605 2081
Fax
: 3020 6179
Email
: APL@lawscharitable.org.hk
Address
: Office No. 2303, Saxon Tower, No. 7 Cheung Shun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 www.lawscharitable.org.hk

LCF Website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lawscharitable

LCF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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