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鑾雄慈善基金特殊教育獎學金
2019 年 12 月

獎學金內容
獎學金旨在鼓勵業界持續學習，提升對特殊教育的認識及了解，發展專業，為特殊教育行業培養人才。名
額最多 10 個，得獎者最多可享價值約$36,700 的獎學金。

申請資格


必須為本港永久性居民；



必須為註冊幼兒工作員；及



修讀香港公開大學以下課程或科目﹕
1.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特殊教育）或
2.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特殊教育）；或
3. 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課程； 或
4.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 及 EDUE386C 中最少四個科目。

申請手續


申請表格可於協康會網頁 (www.heephong.org)下載。



申請者亦可向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10 樓 J-L 室，協康會總辦事處索取申請表格。



申請者須填寫申請表格及提供所需文件，並於截止日期前寄至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10 樓
J-L 室，協康會人力資源部收。 信封請註明「申請獎學金」。

評選方法


申請者需
-

對兒童復康工作具熱誠

-

具良好溝通技巧

-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合資格申請者須參加面見評選。



評選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在任何情況下，評選委員會無須解釋其決定。



得獎者需在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 及/或 EDUE386C 每個指定科目開學前遞交
取錄證明，否則將被取消申請資格。

條款


修讀香港公開大學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特殊教育）及教育學士（幼兒教育：特殊教育）課程的得獎者
須於兩年內合格完成 EDUE281C、EDUE282C、EDUE385C 及 EDUE386C 四個指定科目；



修讀香港公開大學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課程的得獎者須於兩年半內合格
完成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 及 EDUE386C 五個指定科目；



只修讀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 及 EDUE386C 其中四個科目的得獎者須於兩年內
合格完成；而修讀上述五個科目的得獎者則須於兩年半內合格完成；



得獎者合格完成指定科目後會獲本會合約聘書，得獎者也可選擇提早入職，但需視乎空缺情況；



得獎者於兩年內修畢四個指定科目後，將獲本會提早視為等同完成「一年制特殊幼兒工作訓練課程」；
入職為本會特殊幼兒工作員後享有特別津貼；及



得獎者須簽署承諾書，承諾在本會工作最少兩年。若未能完成指定的承諾期，需按尚欠之承諾期，退
回獎學金。

申請截止日期
2020 年 1 月 24 日

進修查詢
有關修讀公開大學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特殊教育）、教育學士（幼兒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榮譽學士（幼
兒教育：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課程及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EDUE386C 五個科
目的詳情，請致電 2711 2100 公開大學諮詢中心查詢或瀏覽 www.ouhk.edu.hk。

特殊幼兒教學短期實習計劃
2019 年 12 月

計劃內容
短期實習計劃旨在鼓勵學員透過實習，實踐課程理論。名額最多 18 個，得獎者可參加本會主辦，為期五個工作
天的實習計劃，完成實習後可獲$1,500 實習津貼並豁免$6,500 導師費。

申請資格


必須為本港永久性居民；



須為註冊幼兒工作員；及



修讀以下香港公開大學課程或科目：－
-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特殊教育）

-

幼兒教育文憑

-

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或

-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EDUE386C 任何一個科目。

-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特殊教育）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申請手續


申請表格可於協康會網頁 (www.heephong.org)下載。



申請者亦可向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10 樓 J-L 室，協康會總辦事處索取申請表格。



申請者須填寫申請表格及提供所需文件，並於截止日期前寄至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10 樓 J-L
室，協康會人力資源部收。 信封請註明「申請短期實習計劃」。

評選方法


申請者需
-

對兒童復康工作具熱誠

-

具良好溝通技巧

-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合資格申請者須參加面見評選。



評選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在任何情況下，評選委員會無須解釋其決定。



得獎者需遞交所要求修讀的課程或科目的取錄證明，否則將被取消得獎資格。

條款


得獎者須合格完成所要求修讀的課程或科目。



得獎者可在指定期間參加於本會舉行，為期五個工作天的實習計劃。



每位申請者只可參加實習計劃一次。

申請截止日期
2020 年 1 月 24 日

進修查詢
有關修讀公開大學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特殊教育）、教育學士（幼兒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榮譽學士（幼兒教育：
領導及特殊教育需要）課程及 EDUE281C、EDUE282C、EDUE383C、EDUE385C、EDUE386C 五個科目的詳情，請致電 2711
2100 公開大學諮詢中心查詢或瀏覽 www.ouhk.edu.hk。

劉鑾雄慈善基金特殊教育獎學金
The Joseph Lau Luen-hung Charitable Trust Speci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Awards
特殊幼兒教學短期實習計劃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Practicum Awards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註﹕Notes:
1. 填寫表格前，請先閱讀計劃細則。
Please read the details of the Programmes BEFORE completing this Form.
2. 申請者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劉鑾雄慈善基金特殊教育獎學金」/「特殊幼兒教學短期實習計劃」有關事宜，並會供協康會及香港公開大學有
關部門、委員會或其他處理申請事宜的人士查閱。申請程序完成後，申請者的資料，當無需保留時將全部銷毀。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herein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related to the “The Joseph Lau Luen-hung Charitable Trust Speci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Awards”/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Practicum Awards”. It may be accessible to offices, committees or persons of Heep Hong Society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o will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matters. Information of candidates will be destroyed when no longer required.

A.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Sex:______

年齡 Age: ______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証號碼 HKID Card No.: 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

近照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 Home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nt Photo

手提電話 Mobile: 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申請項目 Application Items (可選多於一項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item)
(i) □ 劉鑾雄慈善基金特殊教育獎學金 The Joseph Lau Luen-hung Charitable Trust Speci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Awards
(ii) □ 特殊幼兒教學短期實習計劃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Practicum Awards
C. 學歷 Education (請倒序列出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頒獲年份

院校/教育機構名稱

獲頒學歷資格

Year of Award

School/College/ University Attended

Qualification Attained

D. 工作經驗 Working Experience (請倒序列出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由 From

日期(月/年)

工作機構名稱

職位

Dates (MM/YYYY)

Name of Employer

Position Held

至 To

E. 專業資格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請倒序列出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頒發機構名稱

獲頒專業資格

頒獲日期 (月/年)

Name of Issuing Authority

Qualification Attained

Date Attained (MM/YYYY)

F. 曾參與的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Undertaken
年份

機構名稱

曾參與之活動/服務

職責/貢獻

Year

Name of Organization

Activities/Services Undertaken

Responsibilities/Contribution

G. 諮詢人 Referees (只適用於奬學金之申請者 Applicable to Scholarship applicants only)
請提供兩位諮詢人的資料，其中最少一位能評價你的學術成就或工作紀錄及經驗。
Please provide two referees, one of whom is able to comment on your academic achievement or employment record and
experience.
姓名

職位及現任機構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Name

Title and Institution

Contact Tel. No.

Fax No.

H. 修讀香港公開大學的課程/科目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UHK) Programme/Course(s) of Study
擬/正在修讀的香港公開大學課程名稱 Name of the OUHK Programme intended to study/currently studying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擬修讀/正在修讀/已合格完成的科目 (請於適當的空格劃上「」) :
Courses have not been studied/currently studying/successfully completed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暫未修讀

正在修讀

已合格完成

Have not studied yet

Currently studyi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 EDUE281C
(ii) EDUE282C
(iii) EDUE383C
(iv) EDUE385C
(v) EDUE386C
I.

如成功獲取「劉鑾雄慈善基金特殊教育獎學金」，會否於合格完成上述其中一個必修科目後，提早入職協康會?
If you are awarded “The Joseph Lau Luen-hung Charitable Trust Speci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Awards”, will
you join Heep Hong Society after completing one of the above specified compulsory courses?
□ 會 Yes
□ 否 No, 本人計劃於_____________ (月/年)入職 I plan to join in (MM/YYYY) ________________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實及所附証明文件皆為真實副本。如有需要，本人將提供有關身份及証明文件的正本予協康會
查核。本人已閱讀及清楚明白計劃的細則及明白倘若故意虛報資料，協康會有權取消本人的申請及須退回已授予的「劉鑾雄慈善基
金特殊教育獎學金」/「特殊幼兒教學短期實習計劃」的津貼。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that the documents provided by m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pplication are true copies. I will provide the original of all identification and submitted documents as required by Heep
Hong Society if necessary. I have read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the Programmes and; understand that if I knowingly supply false
information, Heep Hong Socie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scind my application and I shall refund the “The Joseph Lau Luen-hung Charitable
Trust Speci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Awards”/ Allowance for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Practicum Awards”.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需文件清單
CHECKLIST FOR SUPPORTING DOCUMENTS
請將填妥的表格，連同以下的文件副本，一併遞交：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together with copies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1.

香港身份証 HKID Card

2.

申請項目所要求修讀的香港公開大學課程的取錄證明 (如適用)
Admission proofs of the OUHK Programme required to be undertaken for the items applied (if
applicable)

3.

EDUE281C, EDUE282C, EDUE385C, EDUE386C 及／或 EDUE383C 的成績單 (如適用)
Official academic transcripts of EDUE281C, EDUE282C, EDUE385C, EDUE386C and/or EDUE383C
(if applicable)

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公開考試證書，如香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如適用)
Certificates of Examination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e.g.
HKCEE, HKAL (if applicable)

5.

申請表 C 部填寫的其他學歷証明 (如適用)
Certificates mentioned in Part C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f applicable)

6.

申請表 D 部填寫的過往及/或現職的工作証明
Job reference of previous and/or current job(s) mentioned in Part D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7.

申請表 E 部填寫的其他專業資格証明 (如適用)
Certificates of other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mentioned in Part E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f
applicable)

8.

申請表 F 部填寫曾參與社區服務的証明或記錄 (如適用)
Evidence / records of community services mentioned in Part F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f applicable)

9.

幼兒工作員註冊證 (如適用)
Certificate of the Register of Child Care Workers (if applicable)

10.

合格幼稚園教師註冊證 (如適用)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f Qualified Kindergarten Teacher (QKT) (if applic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