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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017 修訂)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2017-18 年度入學 

(只適用於香港學生申請到海外聯合世界書院就讀) 

  

1.      簡介 
 

1.1 根據個人優越表現而被挑選的學生, 均能乎合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並獲經濟資助/獎學金。不

論其家庭財政狀況, 所有學生均得以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 並能在聯合世界書院接受優質教育。 

 

1.2 聯合世界書院是一所兩年制的寄宿學校, 書院收取的費用已包括學費、膳食及宿費。 

 

1.3 海外聯合世界書院的獎學金是由香港聯合世界書院委員會有限公司 (UWCHKC)提供。

UWCHKC 是在香港註冊的慈善機構。其慈善捐款是由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姬達爵士聯合世

界書院獎學金基金、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聯合世界書院畢業生、家

長以及企業捐贈。 

 

1.4 2017-18 年度的費用均由各海外聯合世界書院釐定, 以下為 2016-17 年度費用, 以供參考。 

 

各海外聯合世界書院 2016-17年度收費金額 

(包括學費及宿費) 

貨幣 金額 

UWC Adriatic (意大利) Euro (歐元) 21,500 

UWC Atlantic College (英國) GBP (英鎊) 28,105 

UWC Changshu China（中國）  CNY（人民幣） 296,000 

UWC 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 USD (美元) 35,000 

UWC Dilijan（亞美尼亞） USD（美元） 35,000 

UWC Maastricht (荷蘭) Euro (歐元) 26,500 

UWC Mahindra (印度) INR (印度盧比) 1,900,000 

UWC Mostar (波斯尼亞) Euro (歐元) 14,000 

Red Cross UWC Nordic (挪威) NOK (挪威克郎) 222,000 

UWC Robert Bosch（德國） Euro（歐元） 25,500 

UWC Pearson College (加拿大) CAD (加元) 49,500 

UWC USA (美國) USD ( 美元) 36,750 

UWC Waterford Kamhlaba （斯威士蘭） Euro（歐元）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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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資格 

 

2.1    所有香港本地學生均有資格申請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 

2.2    申請人必須是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3. 學費減免金額/獎學金 

 

3.1 根據個人狀況而定, 最高學費減免/獎學金是百份之一百。 

 

3.2 UWCHKC 提供之全學費減免/獎學金, 包括學費、膳食及宿費、書籍、IB 考試報名費和大部

分的實地考察費用。 

 

3.3 符合政府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學生還能獲得由 UWCHKC 提供的額外零用錢。 

 

3.4 在特殊情況下, UWCHKC 會考慮提供機票資助。 

 

3.5     申請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的香港學生若能成功地完成整個入學挑選的程序, 並獲聯合世界書

院提供學位, 均能得到港幣五百元之象徵性的獎學金。 

 

3.6      UWCHKC 提供之學費減免/獎學金的金額是學費總額扣減家長支付之費用之差額, 這已包括

象徵性獎學金之數額在內。 

 

3.7     家長應繳付之費用乃參照以下表格一之計算方式： 

 

表格一：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家屬人數 
家長繳付之費用= (I) + (II) 

(I) 根據上年度家庭總收入而計算出家長應繳付之費用百份比(以港元計算) (II) 根據資產評

估而計算出家

長支付之費用

百份比 

(A) 

$700,000 以

上 

(B) 

$500,001 -

$700,000 

(C) 

$400,001 -

$500,000 

(D) 

$300,001-

$400,000 

(E) 

$300,000 或以

下或 

領取綜援 

1 19% 17% 11% 6% 0% 9.5% 

2 18% 16% 10% 5% 0% 9% 

3 17% 15% 9% 4% 0% 8.5% 

4 16% 14% 8% 3% 0% 8% 

5 15% 13% 7% 2% 0% 7.5% 

6 14% 12% 6% 1% 0% 7% 

7 13% 11% 5% 0% 0% 6.5% 

 

4. 評估準則 
 

4.1 所有申請人需經過家庭經濟審核以確定其學費減免/ 獎學金的金額。當考慮學費減免/ 獎學金

申請時, 申請人家庭每年總收入, 家庭資產和家屬成員的數目都將會被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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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全年總收入是指申請人和申請人配偶的入息來源 (請參閱圖表甲) 以及子女/親戚/朋友的

全部資助都包括在指定的全年總收入內 *(如適用）。 

 

      *   在一般情況下, 年度收入是指在財政年度中(即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全年所得到的總收

入。 

 

4.3 學費減免/獎學金申請中, 家屬之定義為 (1) 申請人供養之配偶, (2) 申請人 18 歲以下供養之子女, 

(3) 申請人 18 歲以上, 並接受全日制教育之子女, 及 (4) 申請人供養之父母和/或他/她配偶供養之

父母, 供養父母之定義為: 必須與申請人於同一住所居住最少 12 個月, 或申請人/其配偶於過去

12 個月曾支付住宿院舍款項, 以代照顧其父母。 

 

4.4 家庭資產包括申請人和申請人配偶在香港, 內地或海外的所有資產, 例如物業, 包括住宅和非

住宅物業、土地租賃協議、甲或乙換地權益書、股票和股份、車輛 (包括私家和商用車輛) 、

可轉讓的汽車牌照 (包括的士及公共小巴牌照) 、銀行存款、債券、單位信託基金, 從事商業

者, 因經營此類業務的公司而擁有的所有類別資產和其他資產。申請人和申請人的配偶也需

要申報透過受託人或通過任何其他方式持有的所有其他資產的全部細節。 

 

4.5 自住物業的市場價值, 扣除未償還之按揭, 若低於 600 萬港元, 將不計算入資產評估內。剔除首

600 萬港元自住物業的市場價值並扣除未償還按揭後, 所有其他超過 50 萬港元的資產將被撥

入計算內。物業的市場價值是根據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在評估申請時通過信譽良

好的銀行查證所得。 

 

4.6 無自置物業者而家庭資產值低於 350 萬港元將不被計算入資產內。 

 

4.7  資產評估是由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審核。 

4.8     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及 UWCHKC 對每年家庭總收入資產及家長應繳付之費用有

絕對的審決權, 並會根據不時公佈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作出評估。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必

須真確、充分及完整。虛假陳述可能導致申請資格被取消。 

4.9      對於非一般的家庭經濟狀況, 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及 UWCHKC 有絕對的審決權以

釐定家長應繳付的費用。 

 

4.10 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及 UWCHKC 會根據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對學費減免/ 獎學金

作出審核。任何以欺騙手段或誤導/遺漏而取得之金錢利益均屬違法, 並可從法律程序追究。 

 

4.11 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及 UWCHKC 有權對申請人所提供的任何資料進行核實。   

 

4.12  評估的例子列於表格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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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學費減免/獎學金 

 

5.1      學生當被應邀出席最後面試程序時, 申請人應向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行政部提交完整的

財務狀況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 

 

5.2    財務評估通常只在入學前進行一次。第一學年之學費減免/獎學金的金額在取錄學生時己確認。

第二學年的學費減免/獎學金的金額將一同列於取錄文件內, 此數額只是估算金額, 最終是基於

各書院於第二學年確認之費用才能作實。 

 

5.3 在極大的家庭財務狀況轉變的情況下, 申請人在第一學年結束後, 可以要求重新提交財務狀況

申請, 以再作評估。 

 

6. 結果 

 
6.1 當學生被任何一間海外聯合世界書院取錄或暫取, 將會收到書面形式通知。 

 

7.      查詢 
 

7.1 有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查詢, 請致電 2812 2455 與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的入學總監 

(甘小姐) 聯絡。 

 

 

表格甲：收入來源 

將作評估之有關收入 不在評估範圍之項目 

1 基本薪金( 包括公積金、強積金) 1 獎學金 

2 年終雙糧、假期工資 2 傷殘津貼、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 

3 津貼( 包括住屋、旅遊、膳食、進修、輪

班津貼等) 

3 長期服務金、 約滿酬金 

4 花紅/佣金 4 遣散費 

5 解僱代通知金 5 貸款 

6 營商利潤、投資 6 一次性領取的退休金、公積金 

7 前配偶支付之贍養費、生活費 7 慈善捐款 

8 子女供養、親友經濟資助 8 再培訓津貼 

9 物業租金收入 9 交通、保險、受傷賠償 

10 每月領取的退休金、 孤兒寡婦金或恩恤

金 

  

1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2 遺產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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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乙:  例子 

2016–2017 年度學費-每年$255,000(港元)  

(只供參考用途, 每所聯合世界書院收費不一) 

家庭 家屬人數 家庭總收入

(HK$) 

住所 

(HK$) 

其他資產         

   (HK$) 

評估資產 

(HK$) 

估計家長

應繳費用 

(HK$) 

估計每年獲得

的學費減免/

獎學金(HK$) 

一 2 $150,000 無自置物業 <$3.5m $0 $0 $266,000 

二 2 $150,000 持自置物業

(<$6m) 

$200,000 $0 $0 $266,000 

三 2 $200,000 無自置物業 <$3.5m $0 $0 $266,000 

四 2 $200,000 持自置物業

(<$6m) 

$400,000 $0 $0 $266,000 

五 2 $300,000 無自置物業 <$3.5m $0 $0 $266,000 

六 2 $300,000 持自置物業

(<$6m) 

$600,000 $100,000 $9,000 $259,000 

七 2 $400,000 無自置物業 <$3.5m $0 $20,000 $246,000 

八 2 $400,000 持自置物業

(<$6m) 

$800,000 $300,000 $47,000 $219,000 

九 2 $500,000 無自置物業 <$3.5m $0 $50,000 $216,000 

十 2 $500,000 持自置物業

(<$6m) 

$700,000 $200,000 $68,000 $198,000 

十一 2 $700,000 持自置物業

(<$6m) 

$800,000 $300,000 $139,000 $127,000 

十二 2 $800,000 持自置物業

(<$6m) 

$1m $500,000 $189,000 $577000 

十三 2 $1m 持自置物業

(<$6m) 

$1m $500,000 $225,000 $41,000 

 

十四 2 $1.3m 持自置物業

(<$6m) 

$1m $500,000 $265,500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