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持續進修基金網頁」https://www.wfsfaa.gov.hk/cef/tc/index.htm)

資助機構：中國銀行(香港)

服務目標：為婦女改進知識及技能，加添生活姿采推動婦女接觸及交流，達至多元共 

 融促進個人及社區資源共享，建立關愛社區

服務對象：全港婦女

服務形式：全方位知識課程小組、工作坊、講座、家庭活動、義工服務及輔導服務

服務收費：全免(部份活動酌量收費，所有收款將發回正式收據)

完成課堂後可賺取學分，學分可累積五年

150學分以上：一等(榮譽)畢業生

120學分以上：二等畢業生

80學分以上：三等畢業生

各中心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6樓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和樓地下1號

新界上水龍運街2號北區社區中心2樓

查詢電話：6886 6369

漣漪學苑 - 
 婦女潛能發展計劃

Facebook Instagram Wechat

此通訊由本社內地新來港人士服務寄出，如對本通訊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86 6967查詢。

服務目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自1969年開始為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協助他們解決個人及家

庭問題，使其盡快適應及融入社會。

新民通訊（電子版）http:// isshk .org/zh-hk/serv ices/news letters/new-arr iva ls -

from-mainland-china

香港：6816-0986(專人接聽)      內地：132-6816-0986

跨境及國際社會服務

抵港一線通熱線

新界上水龍運街2號

北區社區中心2樓

電話：2353 6119

深水埗(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南昌邨

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電話：2386 6967

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天水圍天悅邨服務設施大樓2至3樓

電話：2446 1223

地址：

深水埗南昌邨

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南昌地鐵站D1出口,

欽州街西方向)

報名及查詢：

請致電2386-6967與

負責職員聯絡。

持續進修基金為有志進修的成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於成

功修畢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基金課程）後一年內及年齡屆滿71歲前，可

不限次數申領合共最多20,000港元的資助。首10,000港元資助的學員共付比率（即

學員本身需負擔的費用的百分比）為課程費用的20%，而次10,000港元資助的學員共

付比率則為課程費用的40%。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津計劃)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

家庭津貼辦事處負責推行，目的是鼓勵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

申請條件：

1. 申請者屬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 

 何逗留條件限制 (包括持單程證由內地來港定居的人士)

2. 申請人在所選修的基金課程開課時及在成功修畢課程後的一年內遞交申請時，年齡 

 均須介乎18 至70歲（即年齡屆滿71歲之前）。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

3. 報讀基金課程，並已支付全部學費；

  注意：除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豁免外，所有提供基金課程的院校 / 辦學機構必須 

  以按月等額形式收取基金課程的學費。有關已獲豁免的課程名單，請瀏覽持續進 

  修基金網頁內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

4. 從未就同一項課程、學習單元或學分獲其他公帑或在其他公帑資助計劃下獲得任何 

 資助。

 報讀前，先確認該課程是否獲認可資助。申請者須報讀已登記成為基金課程的持續 

 教 育和培訓課程，才符合申請發還課程款項的資格。有關基金課程的名單，請瀏覽 

 持 續進修基金網頁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     

 https://www.wfsfaa.gov.hk/cef/tc/preparation/courses.htm 或 致電24小時熱線電 

 話3142 2277 （由 「1823」職員接聽）查詢。

  注意：申請人要細閱相關培訓機構提供的課程資訊，留意未必每項課程都可獲發 

  資助。課程資訊上，標示持續進修基金分配的院校和課程編號，才為認可的課程。

遞交申請：

申請發還款項的人士須把填妥並已獲院校 / 培訓機構蓋印的申請表格連同所需文件副

本 [即香港智能身份證、單程證（如適用）、繳付課程費用的證明文件、成功修畢課

程的證明文件及載有申請人的姓名、帳戶號碼及銀行名稱 / 銀行編號的銀行存摺首頁

或月結單]，以郵寄、親臨或放入收集箱 / 投遞箱的方式遞交至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

（地址：香港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染大廈25樓07-11室）。

申請條件：

計劃特色

 職津計劃以住戶（包括1人住戶）為申請基礎。申請住戶達到工時要求，而住戶的入息及資 

 產符合有關限額，可以申領計劃下的基本津貼、中額津貼或高額津貼。每名合資格兒童還可 

 以申領兒童津貼。視乎住戶入息，津貼以全額、3/4額或半額發放。

 於2022年6月或之後的申領月份，非單親申請住戶的基本津貼的工時為每月144小時，中額 

 津貼的工時為每月168小時，高額津貼的工時為每月192小時或以上。

申請須知：

 住戶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可參閱wfa.gov.hk內的《職津申請須知附加資料》(WFA102A)。

 申領期為遞交申請前剛過去的六個歷月。合資格住戶須就每六個歷月的申領期提出申請。申 

 領期不可重迭。

 申領職津的月份不能同時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合資格住戶的每名成員均須在港生活。住戶一般意指居於同一處所，並有緊密經濟聯繫的人 

 士組成的單位。

 職津不會計算為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的入息。時或以上。

查詢

二十四小時熱線：2558 3000 

網頁：wfa.gov.hk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地址：九龍觀塘海濱道181號9樓 (設有櫃位諮詢服務)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 – 下午6: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每月總工時（小時）

(適用於2022年6月

或之後的申領月份)

144至168以下

(非單親住戶)

36至54以下

(單親住戶)

168至192以下

(非單親住戶)

54至72以下

(單親住戶)

192或以上

(非單親住戶)

72或以上

(單親住戶)

每月每個住戶的津貼

全額基本津貼：$1,000

3/4額基本津貼：$750

半額基本津貼：$500

全額中額津貼：$1,200

3/4額中額津貼：$900

半額中額津貼：$600

全額高額津貼：$1,400

3/4額高額津貼：$1,050

半額高額津貼：$700

每月每名兒童的津貼

全額兒童津貼：

$1,400

3/4額兒童津貼：

$1,050

半額兒童津貼：

$700

中心位置圖

惡劣天氣安排

天氣情況

雷暴警告/風球：一號

風球：三號

風球：八號以上

暴雨警告：黃色

暴雨警告：紅色

暴雨警告：黑色

中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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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進行的活動

新新民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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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內地新來港人士服務
深水埗南昌邨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內地新來港人士服務
深水埗南昌邨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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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一線通

查詢熱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符合資格的兒童提供免費的三年半日制幼稚園、六年小學及

六年中學教育。學校不只是傳授知識與技能，同時亦是學習管理情緒、待人接物、

解決困難等「軟技巧」的場所。因此，家長要為子女選擇一所合適的學校，有時真

的不容易！小編希望本期通訊介紹的教育資訊，可幫助大家進一步了解香港教育。

編者的話：

您好！我和4歲兒子剛從內地來港定居，想幫他報讀免學費的幼兒園，手續是如何的

呢？謝謝！

黃女士 2022年6月來信

新民心聲：

黃女士：

由2017/18學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推行新的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稱計劃)，直接

向合資格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提供資助。如想申請入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需首先

向教育局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獲教育局發出註冊證後，再向參加計劃的幼

稚園出示以供入讀註冊之用。小編希望您的兒子可以盡快找到合適的幼稚園，好好

享受校園生活。

祝生活愉快

編者　謹复

編者回應：

=活動／服務照常進行；=取消、立即停止；=視乎情況，本社職員將通知各參加者

爸媽有
疑問?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下午1:00

下午2:00至下午5:45

公眾假期除外
服務內容

想了解香港福利資訊?

想知道香港教育制度?

想申請香港公共房屋?

想報讀培訓課程/找工作?

想夫妻更恩愛，子女更聽話?

有疑問？

打電話或微信我哋啦!!

開學疑難
話我知?

打電話
即解困

有心事
打熱線 來港

每事問

繁
簡

簡體字

杯麵

體育堂

燒賣

鍵盤

繁體字

杯麵

體育堂

燒賣

鍵盤

書面語

不及格

足球場

優化

本地話

肥佬 / 炒 

波地

改進

例句

我今次中文考試肥佬 / 炒咗啊！

一陣放學去波地鬥波。

呢次嘅課外活動計劃書有需要改

進一下。

港
言
港
語

內地新來港人士服務推

出全新的YouTube影片

系列，內容會包括有趣

的廣東話，生活習慣以

及重要社會需知，影片

會定期更新。如果大家

喜歡這系列影片，請掃

進二維碼，並免費訂閱

本頻道。

生活放大鏡 -
 持續進修基金

在職家庭津貼



香港的教育

內地新來港定居朋友：

您好，來港已一段時間了，不知近況如何？可有面對一些適應上的困難？倘若您有任何疑難或

需要，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電郵（電郵地址：post@isshk.org）或親自到各中心洽談。

以下有一些問題，煩請填妥後寄回本社，在空格內請〝〞。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邨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剛來香港定居，各位家長最擔心的應該就是小朋友

在港的入學安排。以下是在港求學的常見問題。

問題一：如何為小朋友安排入學？

答：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所有合資格的兒童提供十二年免費小學及中學教育，由教育局派位 

 的中小學均為官立/資助學校，均免學費。年滿6至15歲(入讀小學至初中)的學童可聯絡 

 「教育局」協助安排入學，同時家長亦可自行向 心儀的學校查詢入學事宜。如需入讀幼兒 

 園或高中的學童則需自行向心儀的學校查詢入學事宜。

  學校名單可向「教育局教育服務處」索取或瀏覽「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CHSC)」 

  網站「學校」一欄：( http://www.chsc.hk/ )

問題二：來港定居後打算回深圳居住，如我的小朋友想於香港讀書該怎麼辦？

答：如想查詢跨境學童事宜，可向「新界東教育局服務處(上水)」查詢。

問題三：在內地讀高一，如到香港應找哪一個年級的學位？

答：香港的學制為3年幼稚園(K1-K3)、6年小學、6年中學(3年初中+3年高中)(中一至中六)及4 

  年大學。內地高一相當於香港中四，但能否直接入讀本地中四，可自行按個人意願選擇， 

  也可於筆試、面試時向學校老師查詢。

問題四：找學校需要甚麼文件？

答：一般需帶備以下文件：

  1) 學童的個人證件（香港出生證明/單程證/回港證/簽證身份書）

  2) 學歷證明（例如：國內學生手冊/成績表）

  3) 住址證明（例如：租單/電費單/水費單）

  4) 如有證書/獎狀等可一併帶備 

問題五：小朋友剛來香港還未習慣，也不太懂廣東話和繁體字，有沒有相關的支援課程？

答：年齡介乎六歲至十八歲，且由內地來港定居不足一年或在本地學校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學 

  童，可以報讀由教育局提供的60小時兼讀制的「適應課程」或 6個月全日制的「啟動課 

  程」，課程費用全免。教育局冀透過這類綜合課程，可協助新來港學童能更快地適應及融 

  入本地的教育制度和社會環境。

   詳情可參考教育局網：(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ewly-arrived- 

   children/services/index.html)

問題六：家庭經濟狀況不好，小朋友讀書可申請資助嗎？

答：可以的。現時學生資助處已推出一份以家庭為單位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方 

 便有子女就讀中、小學或幼兒園／幼兒中心的家庭申請各項學生資助,包括幼兒園及幼兒中心 

 學費減免、幼兒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毅進文 

 憑學費發還及學費發還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有關申請表格可向民政事務處或學校索取或從學生資助處的網頁下載有關申請文件，或致 

  電「學生資助處」2802 2345查詢。

問題七: 多重殘疾兒童應如何申請入讀特殊學校？

答：教育局設有特殊教育服務中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家長提供有關學位安排的專業 

  意見，及根據個別需要，轉介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兒童入讀特殊學校。

問題八：如果我正在內地讀高三，可以繼續在內地完成高中課程及參加全國高考嗎？

答：能否以香港居民身份繼續在內地完成高中課程，需向正就讀的學校查詢。高考方面，因已 

  註銷內地戶口，所以您無法報名參加全國高考。如有意繼續在內地升讀大學，港澳台學生 

  可透過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簡稱「港澳台聯招」)，報考 

  全國超過336所大學。

   詳情可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查詢: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爵祿街17號　

　  電話：3628 8787 / 3628 8711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站：http://www.hkeaa.edu.hk/tc/

問題九：如果我正在內地修讀大學學位課程，可申請資助嗎？

答：為了向前往內地修讀學士學位 的香港學生提供資助, 政府推出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簡 

  稱「資助計劃」)。以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學生為例，只要你在香港接受及完成高中教育， 

  不論是本地或非本地課程，並正在任何一所指定的內地院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可在同一學 

  年內，接受資助計劃的「經入息審查資助」或「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不設名額上限。 

   有關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詳情，可參閱「學生資助處」網站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forms/listing3.htm

港島區

九龍區

新界西

新界東

電話：2863 4646

電話：3698 4108

電話：2437 7272

電話：2639 4876

香港太古城

太古灣道14號3樓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平台至1樓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457號

華懋荃灣廣場19樓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

上水廣場22樓

你提供的數據會用作申請本機構服務之用。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改正本機構所保存
有關你的資料。如有任何疑問，包括要求查閱或改正資料，請聯絡有關職員或服務主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__

扺港日期：_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便聯絡時間：隨時／上午／下午／晚上/其他____________

學生：否是︰曾否參加英文補習？ 沒有有，提供服務機構：____________

現時職業(請註明)︰____________ 曾否進修？ 沒有有，提供服務機構：____________

可有到過本社任何一間服務中心與工作人員商談問題？

沒有有，記得他／她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希望日後收到： 本社適應活動資料進修資料就業資料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目前的生活在那一方面感到最困難：

語言居住　就業　子女入學　經濟收入　工作技能　兒童照顧　夫妻關係　

婆媳關係　親友關係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意見、感受或問題，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龍區

新界區

電話：3698 3900

電話：2307 6251

九龍塘沙福道19號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二樓

葵涌麗祖路77號四樓

下葵涌特殊教育服務中心

「教育局」各區教育服務處地址及電話

特殊教育服務中心  地址及電話

提防電話騙案
核實來電
提防受騙

溫馨提示：

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銀行帳戶號碼及網上理財密碼

切勿將金錢存入陌生人戶口

切勿向來電者透露親人或朋友的個人資料

切勿輕信來電者，需要時致電親人或朋友求證

如懷疑遇上「電話騙案」，請即報警求助

私人機構的僱員，在沒有得到雇主批准的情況下索取或接受利益，即屬違法，提供利

益者亦同樣犯法。

遇到有人向你索取賄賂，應實時拒

絕，並儘速向廉政公署舉報。所有

資訊絕對保密。

緊記

阿媽，我俾
人拉咗！要
錢擔保！

你個包裹
有問題！

舉報罪案請致電999
核實身份便宜莫貪
保護個人資料及財物

行賄犯法  得不償失

舉報貪污

廉署保密

密密實實

 親身到廉政公署舉報中心或七間分區辦事處
 致電二十四小時舉報熱線25 266 366
 投函香港郵政信箱1000號

查詢及舉報方法

打擊貪污 共建廉政 (三)

個案一：一名清潔工人

向一名大廈法團主席提

供一千二百元，作為取

得清潔工作的報酬，兩

者均被判監禁。

個案二：一名小學教師

向多名家長索取每人數

万元，作為協助他們的

子女申請入讀該校，最

終被判入獄。提供利益

者亦會觸犯行賄罪。

費用全免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2386 6967與負責職員聯絡。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名      額

負責職員

16/07/2022 (星期六)

上午10:00-下午12:30

新來港人士及其家庭

15人

林靜艷姑娘、洪琪媚姑娘

新來港人 士 活 動

義工活動 - 樂在杯中
製作杯子蛋糕，送給社區人士，傳遞關懷及

心意。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名      額

負責職員

1-4/08/2022（星期一至四） 

上午10:00-下午12:30

18歲或以上新來港人士

15人

洪琪媚姑娘

成人廣東話班（A）
通過學習教學，訓練參加者廣東話之聽寫能

力（共四堂）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名      額

負責職員

09/08/2022(星期二)

下午2:30-下午4:30

18歲或以上的新來港人士

8人

陳麗丹姑娘

和諧粉彩
無需繪畫基礎，透過柔和的粉彩藝術，用簡

單而獨特的手指繪畫技巧，得到幸福和減壓

的感受。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名      額

負責職員

5，8-10/08/2022

（星期五及星期一至三）

上午10:00-下午12:30

18歲或以上新來港人士

15人

洪琪媚姑娘

成人廣東話班（B）
通過學習教學，訓練參加者廣東話之聽寫能

力（共四堂）

日      期

時      間

對      象

名      額

負責職員

16/07/2022 (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6-12歲

準/新來港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員

8人

陳麗丹姑娘

親子小組
透過親子共同製作手工，加強彼此溝通和協

作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邨南昌社區中心   
  高座地下

廣東話班

童趣
坊 -
 創意

黏土

婦女小
組 - 雪

媚娘

義工活動 - 暖心送給「撻」

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