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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基金會<<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簡章 
 

(一) 宗 旨 
本獎學金是為栽培田家炳中學品學兼優，並入讀我國重點大學的高中畢業

生，以期在完成學業後，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二) 獎 金 和 獎 額 
每校每年設「田家炳獎學金」十名，每生將獲獎狀和獎學金港幣 5000 元。 

 
(三) 申 請 條 件 

1. 申請人須為就讀田家炳中學高一至高三的畢業生，並入讀本會指定大學的

本科生； 
2. 申請中學必須是曾經得到田家炳基金會捐資，並在當地政府及教育局登記

正式成為田家炳中學，同時具備以田家炳中學名稱開立的銀行戶口。  
3. 申請人須是品學兼優，積極參與活動，並具貢獻國家、服務社會的崇高志

向，由田家炳中學校長推薦； 
4. 在同等成績表現之下，家境清寒的學生將獲優先考慮。 

 
(四) 申 請 程 序 及 辦 法 
1. 獲獎學生必須獲以下其中一所全國重點高等院校錄取入讀大學本科： 

內地(25 所):  
清華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吉林大學 武漢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中山大學 南開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浙江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四川大學 天津大學 大連理工大學 
復旦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 中南大學 廈門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南京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山東大學 東南大學 重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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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8 所): 
香港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申請表格請於 8 月 11 日或前交回務處(老小姐)收。 

2. 田家炳中學校長須於每年 11月 15日前具函填表向本會推薦該學年度符合條件的

應屆畢業生名單； 
3. 獲推薦學生須獲得上述大學錄取，並辦妥各項申請入學手續； 
4. 填寫「田家炳基金會<<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申請書，再由田家炳

中學蓋校印後，並附備以下資料： 
  a. 由田家炳中學校長簽字、蓋校印之推薦書 
 b. 學生的身份證 
 c. 中學畢業證書副本 

d. 中學文憑試成績通知副本 
e. 大學入學錄取證明書副本 
f. 大學入學註冊證明文件副本 (例如:學生證、學生卡) 

所有文件副本須經田家炳中學蓋校印確認後，由校方寄送本會；而要求附備之文

件如有缺漏，本會一概不接受申請； 
5. 學校須提供學校接收獎學金的港幣銀行帳戶名稱; 
6. 本會對學校報送的資料將進行審核，需要時可委派代表進行面試或調查，進一步

核查申請學生的條件、素質及學業成績；本會保留最終的審批權； 
7. 學校所提供的學生資料，必須真實正確。如有隱瞞偽造，本會將停止該校的申請

資格五年，並必須負責退回該生已領取的獎學金後始獲恢復申請資格； 
8. 田家炳基金會<<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的申請書和推薦書均可在田家

炳 基 金 網 頁 (http://www.tinkaping.org) “ 項 目 開 展 ”或 本 會 教 育 資源 網 
(http://www.tinkaping.org.cn) 內下載，請自行影印使用。 

 
(五)  獎 學 金 管 理 及 頒 發 安 排  
1. 本會將專函通知各中學校長審核結果和發放安排，再由校方通知獲獎學生。 
2. 獎學金將在每年 12 月底前以劃線支票寄往各學校，學校收到獎學金後須電郵通

知本會 (info@tinkaping.org)。 

http://www.tinkaping.org.cn/


 
 
 
 
 
 
 
 

 九龍荔枝角道 777 號田氏企業中心 22 樓 2201 室    Tel: 852-23706300 

 Room 2201, 22/F, Tins Enterprises Centre, 777 Lai Chi 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Fax: 852-29593555 
 

 A non-profit-mak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 Kong 
（根據香港公司法例登記之非牟利慈善團體） 

3. 獎學金為獲獎學生所有，校方不准挪用、借用或扣減任何費用；校方代為分發予

各獲獎學生後，須要求學生簽署確認領取。 
4. 為加強獲獎學生與母校和基金會的聯繫，學生須於學年結束時向母校匯報並提交

第一學年學業成績表和來年計劃。學生將編入獲獎學生名冊，定期收到基金會的

刊訊。 
 
(六) 查 詢 及 聯 絡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以電話 (2370 6300) 、傳真 (2959 3555) 或電郵

(info@tinkaping.org) 與田家炳基金會秘書處聯繫。 
 
 

                                        田家炳基金會  
                                           

 

mailto:info@tinkaping.org


*註：有關材料由學校逕寄田家炳基金會辦理。推薦書和申請書可在田家炳基金網頁(http://www.tinkaping.org)”項目開展”
或教育資源網頁(http://tinkaping.org.cn)之奬學金內下載，亦可自行影印使用。 

田家炳基金會<<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 
申請書(由獲推薦學生填寫) 

 
一．個人資料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畢業年份：_________  中學文憑試成績(總分數)：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入讀大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系：_________入學年份：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家庭成員及收入 
      姓名          年齡        與學生關係          職業               每月收入 
 1. 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三．請列曾參與的課外/學校/社區活動和服務 
日期           職位                            服務詳情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受推薦學生志願書，親筆說明在完成大學課程後的未來計劃(約 150 字)。 
 
 
 
 
 
                                                                                                                          
 四． 聲明 

本人已細閱<<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申請簡章，謹此聲明，所有填寫及提交的資料均

屬實無誤，願接受申請簡章內各項規定；並同意這份申請書所載的任何資料，可向其他有關機構披

露或諮詢，以處理此項申請。 
此致 

田家炳基金會 
 

 
    

近照 

http://www.tinkaping.org/
http://tinkaping.org.cn/


*註：有關材料由學校逕寄田家炳基金會辦理。推薦書和申請書可在田家炳基金網頁(http://www.tinkaping.org)”項目開展”
或教育資源網頁(http://tinkaping.org.cn)之奬學金內下載，亦可自行影印使用。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學校蓋章:________________ 

田家炳基金會<<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 
申 請 核 對 資 料 

 

請申請學校核對是否已備齊/填妥以下資料（） 

1   填寫詳盡學生申請書（學生簽署、學校蓋章）  

2   填寫詳盡校長推薦書（學生簽署、學校蓋章）  

3   附交證明文件副本（副本須經田家炳中學蓋校章證明） 

a. 身份證 

b. 中學畢業證書 

c. 中學文憑試成績通知書 

d. 大學入學錄取證明書 

e. 大學入學註證明文件(例如:學生證、學生冊) 

f. 分享文章一篇(1000-1500 字，中、英均可)： 

分享學習心得，或在中學生活中最重要成長經歷。 

文章與申請表一併遞交，並將電子檔上傳至學校電郵

信箱 office @yottkp.edu.hk。註明「田家炳中學優異畢

業生獎學金」 

 

 

 

 

 

 

 

 

4   提供受款學校帳戶名稱 (申請人不用填寫) 

帳戶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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