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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資助持有非本地學歷人士進行學歷評估  

成效檢討報告  
 
 
目的  
 

本文件概述關愛基金（基金）「資助持有非本地學

歷人士進行學歷評估」援助項目（項目）的成效檢討結果，

以及政府將項目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的安排。  
 
 
背景  
 
2. 扶貧委員會於 2017 年 5 月通過由基金撥款推行項

目三年，為有經濟需要人士在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評審局）申請一般用途學歷評估時，代繳評估費用，

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項目自 2017 年 9 月起由教育局

及評審局推行。  
 
 
項目推行情況  
 
3. 項目受惠人士須符合下列條件：   
 

A. 持有非本地學歷而有關學歷未經評審局進行學歷

評估；  
 

B. 具備下列任何一類的香港居民身份 1：  

                                                      
1 不包括下列人士： 

i. 根據「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來港的人士及其受養人；或 
ii. 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的人士及其受養人；或 
iii. 根據「補充勞工計劃」以輸入勞工身份來港就業的人士；或 
iv. 根據「工作假期計劃」來港的人士；或 
v. 根據入境政策／安排來港的人士及其受養人，即受訓、就讀、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就業或投

資、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就業、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就業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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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士；或  
(b) 持前往港澳通行證（慣稱「單程證」）從內地來

港定居，但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

人士；或  
(c) 持香港居民身份證的少數族裔人士，而該人士

必須（ i）擁有香港入境權；或（ ii）可在港無條

件逗留；或（ iii）獲准以受養人身份在香港逗留

（而其保證人屬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擁有香港入

境權或可在港無條件逗留的非永久性居民），但

尚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以及  
 

C. 通過下列任何一項特定資助計劃的住戶經濟審查

並領取資助的申請人及／或其配偶︰  
(a)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或  
(b)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於 2018 年 4 月易名

為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或  
(c)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交津）計劃；或  
(d) 學校書簿津貼（書簿津貼）計劃（只包括全額

書簿津貼）；或  
(e)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學費減免）計劃

（包括全額、3/4 額學費減免）。  
 

4. 項目申請人除向評審局提交學歷評估所需文件外，

亦要提交項目申請表。申請人並需提供證明文件，以示他

們符合項目的申請資格。若獲確認符合項目申請資格，申

請人不需要繳付學歷評估費用。教育局會按季為已完成

學歷評估的個案繳付學歷評估費用。  
 
5. 在 2017 年 9 月項目開展時，項目的相關資料（包

括受惠資格及申請程序）、申請表格及常見問題已上載於

                                                      
「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就業；或 

vi. 外籍家庭傭工；或 
vii. 訪客；或 
viii. 旅行證件上載有「持證人不得從事僱傭工作」的逗留條件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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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局及／或教育局網頁。推廣項目的小冊子備有中文、

英文及六種其他語言版本（即印尼語、印度語、尼泊爾語、

菲律賓他加祿語、泰語和烏爾都語）。小冊子及申請表格

分送往民政事務總署民政諮詢中心及教育局區域教育服

務處以供發放給公眾人士。小冊子及申請表格亦分發至

為少數族裔人士及新來港人士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以供

派發給服務使用者。  
 

6. 截至 2020 年 4 月，已有 152 名項目申請人完成學

歷評估。受惠人數相對較少的原因，可能與「有經濟需要」

和「持有非本地學歷」兩者之間並無密切關係有關。此外，

持有非本地學歷人士，可能已進一步獲取本地學歷及／

或已累積工作經驗，因而減低所持有非本地學歷對就業

的重要性。根據評審局的電腦系統記錄，大部分項目受惠

人（約 80%）的總體學歷獲評定為達致香港資歷架構特定

資歷級別 4 及級別 52（分別為 33.6%及 46.1%） [附錄表
一]。  
 
7. 項目的總撥款額為 867 萬元，當中包括資助額 840
萬元及行政費用 27 萬元。截至 2020 年 4 月底，資助開

支約為 36 萬元（由於評估費用是按季向評審局支付，部

分已完成學歷評估個案的相關費用尚待繳付）。行政費用

方面的支出約為 25 萬 7 千元，包括約 25 萬元更新評審

局電腦系統以處理網上申請，以及約 7,000 元印製推廣項

目的多種語言小冊子。  
 
 
項目成效檢討  
 
8. 鑑於有意見認為部分持有非本地學歷的人士，可能

因為經濟困難而未有申請進行學歷評估，因此項目的主

                                                      
2 香港資歷架構是一個七級別的資歷制度，涵蓋學術教育、職業教育及持續進修的資歷。級別 4 及級

別 5 常用的資歷名銜分別為副學士及學士。七個級別的資歷名銜，詳見附件表一的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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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是為這些人士提供資助，以支付他們向評審局申

請一般用途學歷評估的費用。事實上，在項目的問卷調查
3中，13 名回覆問卷的受訪者中有 8 名表示他們若未能符

合基金資助申請資格，則不會自費繼續進行學歷評估 [附
錄表二]。問卷的回應率雖然不高，但卻能顯示部分持有

非本地學歷並有經濟困難人士，只會在有資助的情況下

才進行學歷評估。基金資助對他們是合適的財政支援。  
 
9. 項目實施了兩年半的累積經驗顯示，項目有助申請

人在其非本地學歷獲確認後，尋求與其個人能力及教育

程度相稱的進修及就業機會。在上述提及的問卷調查中，

大部分受訪者曾以學歷評估結果以作進修及／或就業用

途，而他們亦認為學歷評估對進修及／或就業有作用 [附
錄表三]。受訪者以學歷評估結果申請進修或就業的成功

率亦令人滿意 [附錄表四]。  
 
10. 在項目的行政安排上，申請人毋須另外進行入息／

資產審查。他們在本項目的資格，與他們在五個特定資助

計劃中任何一個計劃下的受惠人身分掛鈎。五個特定資

助計劃基本上涵蓋不同種類有經濟需要人士，包括低入

息的家庭（如領取職津人士）或個人（如領取交津人士），

有兒童的在職家庭（如領取職津、書簿津貼、學費減免人

士），以及有生計援助需要的人士（如領取綜援人士）。  
 

11. 大多數問卷受訪者透過評審局和教育局網頁，以及

項目小冊子獲得有關項目的資訊 [附錄表五]。在網上提供

項目的資訊及申請表格，能夠便利申請人。評審局自 2017
年 9 月起審核項目申請人的受惠資格，已累積相當經驗。

而向評審局按季支付評審費用的安排亦運作暢順合適。  
 
 
                                                      
3 項目受惠人於學歷評估結果發出後約六個月，會收到一份問卷。此不記名問卷蒐集項目受惠人的基

本個人資料、受惠人進行學歷評估的目的及意見。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已發出共 109 份問卷，已

回覆的問卷共 1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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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2. 項目為持有非本地學歷人士在申請學歷評估時提

供合適支援。項目亦能達到其最初目的，切合基金的宗

旨。政府將於 2020 年 9 月將項目納入恆常資助。  
 

13. 項目納入恆常資助後，相關的行政安排及對申請人

的資格要求將維持不變。而恆常資助下相關的資訊及申

請安排，將於評審局和教育局網頁發放。  
 
 
 
教育局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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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總結  

（截至 2020 年 4 月底）  
 
甲部：受惠人數及學歷評估結果  
 
表一： 152 名受惠人學歷評估結果  

學歷評定為達至：  受惠人數  
（百分比 ^）  

i .  香港資歷架構@:   
 級別七  1 (0.7%) 
 級別六  4 (2.6%) 
 級別五  70 (46.1%) 
 級別四  51 (33.6%) 
 級別三  10 (6.6%) 
 級別二  3 (2.0%) 
 級別一  0 (0%) 
ii.  高中程度（中四至中六）  9 (5.9%) 
iii .  初中程度（中一至中三）或以下  0 (0%) 
iv. 其他（如未能評定或專業資歷等）  4 (2.6%)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百分比相加未必相等於 100%。  
@ 資歷架構各級別的名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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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問卷調查結果  
 

已發出問卷：  109 
已回覆問卷：  13 

 
表二：若未符合關愛基金資助資格，自費進行學歷評估的意向  

會否自費進行學歷評估  受訪者數目  
 會  5 
 不會  8 

 
表三：學歷評估對進修／就業的作用  

意見  受訪者數目  
 有作用  10 
 沒有作用  2 
 沒意見  1 

 
表四：以學歷評估結果作進修／就業申請  

用途  受訪者數目  
用作進修申請  5 
 申請成功  3 
 申請不成功  2 
用作求職申請  8 
 申請成功  6 
 申請不成功  2 

 
表五：知悉項目的途徑（可選擇多於一項）  

途徑  受訪者數目  
 關愛基金及相關部門／機構的網頁  7 
 項目小冊子  4 
 朋友、家人或同事  3 
 傳媒（包括報章及電台）  1 
 非政府機構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