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279D

《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30/06/1997

賦權條文

(第279章第85條)
[1961年9月29日]
(本為1961年A117號政府公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與《2003年教育重組(雜項修訂)條例》(2003年第3號)所作的修訂有關的保留及過渡性條文，見
該條例第3部。
2. 本規則是根據已廢除的《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第279章，1964年版)第53條訂立，
而憑藉《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6(1)條繼續有效，猶如是根據新的《教育條例》
(Education Ordinance)(於1971年制定)第85條訂立一樣。
條：

1

30/06/1997

引稱

本規則可引稱為《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
條：

2

釋義

27 of 2004

01/01/2005

(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司庫”(treasurer) 指按照第5條委任的當其時的基金司庫；
“合約”(contract) 就某供款人而言，指該供款人根據有關的定期合約而受僱的合約； (1976年
第88號法律公告)
“委員會”(Board) 指按照第5條條文設立的管理委員會；
“供款人”(contributor) 指向基金供款的人；
“供款無間年資”(continuous contributory service) 就任何教員而言，指某段服務期間，而在
該段期間內該教員—
(a) 無間斷地向基金或常任秘書長為施行本規則而批准的公積金或退休金供款；及 (2003
年第3號第17條)
(b) 沒有在任何時間終結他在基金、該公積金或退休金的帳目，
並包括—
(i) 常任秘書長批准的進修假期、病假或分娩假期；及 (2003年第3號第17條)
(ii)
在以下學校的服務期—
(A) 2間或多於2間津貼學校；
(B) 1間或多於1間津貼學校及1間或多於1間補助學校；
(C) 1間或多於1間津貼學校及1間或多於1間直資學校；或
(D) 1間或多於1間補助學校及1間或多於1間津貼學校及1間或多於1間直資學校，
而在該服務期中，該教員的教學服務並無中斷，或雖有中斷，但該中斷已經常任秘書
長批准；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津貼小學議會”(Subsidized Primary Schools Council) 指由常任秘書長承認的津貼小學代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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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團體；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津貼中學議會”(Subsidized Secondary Schools Council)指由常任秘書長承認的津貼中學代表
所組成的團體；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津貼則例”(Subsidy Code)─
(a) 就中學而言，指政府於1973年4月1日前根據該等則例的條款而向某些中學提供津貼的
則例；
(b) 就小學而言，指政府於1975年4月1日前根據該等則例的條款而向某些小學提供津貼的
則例；及
(c) 就特殊學校、實用中學及技能訓練學校而言，指政府根據該等則例的條款而向某些特
殊學校、實用中學或技能訓練學校提供津貼的則例；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1995
年第260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21號第13條)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Hong Kong Special Schools Council) 指由常任秘書長承認的津貼特殊學
校的代表所組成的團體；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津貼學校”(subsidized school) 指─
(a) 按照中學資助則例接受津貼的任何中學，而該中學─
(i) 於1973年4月1日前按照津貼則例接受津貼；或
(ii) 於該日期前並無根據津貼則例接受津貼或根據補助則例接受補助金；
(b) 按照小學資助則例接受津貼的任何小學，而該小學─
(i) 於1975年4月1日前按照津貼則例接受津貼；或
(ii) 於該日期前並無根據津貼則例接受津貼或根據補助則例接受補助金；及
(c) 按照津貼則例接受津貼的任何特殊學校；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
“秘書”(secretary) 指當其時按照第5條委任的委員會秘書；
“帳目”(account) 就供款人而言，指根據第8(3)條為供款人備存的帳目；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
告)
“基金”(Fund) 指按照第3條條文設立的公積金；
“教學服務並無中斷”(without a break in teaching service) 指在1間或多於1間補助學校、津
貼學校或直資學校無間斷地受僱擔任教職；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補助則例”(Grant Code) 及“補助學校”(grant school) 具有《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第279
章，附屬法例C)給予該兩詞的涵義；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
“補助學校公積金”(Grant Schools Provident Fund) 指按照《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第279章，
附屬法例C)條文維持的公積金；
“贈款”(donation) 指第9條所提述的政府贈款。
(2) 就第9、9A、13及13B條而言，在計算供款無間年資時，即使供款人開始服務的日期並非在
有關月份的首天，他仍須當作在該月份的首天開始服務。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21號第13條；2004年第27號第69條)
條：

3

基金的設立

L.N. 178 of 2000 19/05/2000

(1) 現設立一個基金，名為“津貼學校公積金”，由以下各項組成─
(a) 第8條所訂定的供款人供款；
(b) 第9條所訂定的政府給予的贈款；
(ba)
第9A條所訂定的直資學校贈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c) 從基金累積資本的投資或存款所得的應累算的股息或利息；及
(d) 遺贈或捐贈予基金的任何自願認捐、遺贈物或其他款項或利益。
(2) 就基金而言，財政年度須當作由任何一年的9月1日至翌年的8月31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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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4

基金的宗旨

L.N. 178 of 2000 19/05/2000

本基金旨在於符合本規則的規定下，為受僱於津貼學校的教員及受僱於直資學校而屬供款人的
教員在辭職、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時提供付款，或於其去世後提供付款予其遺產。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條：

5

基金的管理

3 of 2003

28/02/2003

(1) 除本規則條文另有規定外，基金須由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則由以下各成員組成─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
(a) 主席一名，由(e)段所提述的18名成員互選出任：
但如主席一職由根據(e)(i)至(iii)段委任的9名成員獲選出任，則副主席一職須由
根據(e)(iv)至(vi)段選出的成員獲選出任；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b) 副主席一名，由(e)段所提述的18名成員互選出任：
但如副主席一職由根據(e)(i)至(iii)段委任的9名成員獲選出任，則主席一職須由
根據(e)(iv)至(vi)段選出的9名成員獲選出任；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c) 常任秘書長或其代表；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d) 庫務署署長或其代表；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e) 其他18名成員(包括主席及副主席)，其本身須為供款人，其中─
(i) 4名須由津貼小學議會委任；
(ii) 4名須由津貼中學議會委任；
(iii)
1名須由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委任；
(iv) 4名須從各津貼小學的教員代表中選出；
(v) 4名須從各津貼中學的教員代表中選出；及
(vi) 1名須從各特殊學校的教員代表中選出。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2) 除第(2A)款另有規定外，第(1)(e)款所提述的委員會成員，如他們屬委任成員，其任期由
津貼小學議會、津貼中學議會或香港特殊學校議會(視屬何情況而定)決定，但以不超過2年為限，如
他們屬獲選出的成員，則其任期為2年，而他們須─
(a) (如他們是根據第(1)(e)(i)至(iii)款而獲委任的)於津貼小學議會、津貼中學議會或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視屬何情況而定)作出指示時隨時被免任；
(b) 於任何任期屆滿時，有資格再度獲委任或獲選連任；
(c) 在停止為供款人時即停止為成員。 (1995年第 260號法律公告)
(2A) 除第(2C)款另有規定外，即使第(2)款已有規定，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須為2年，而在其任
期屆滿後，並沒有資格再度獲選連任其中一職。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2B) 如主席在其任期內辭職或被免任，則副主席須在該任期的餘下部分接任主席之職。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2C) 如副主席在其任期內辭職或被免任，或須根據第(2B)款接任主席之職，則須按照第(1)(b)
款另選新副主席在該任期的餘下部分出任該職。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
(3) 獲常任秘書長授權的任何人須出任委員會秘書之職。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2003年
第3號第17條)
(4) 庫務署署長須委任一名基金司庫，他不得出席委員會為成員，但如庫務署署長指示他在委
員會上代表庫務署署長出席委員會為成員，則屬例外。
(5) 基金的行政費用須從基金收入中撥款支付，而在不限制前文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可指示
從基金收入中徵收一筆數目由他決定的監管年費，並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以用作償付政府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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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而招致的費用。
條：

6

(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
30/06/1997

委員會會議

(1) 除第(1A)款另有規定外，委員會須按主席所決定的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 (1976年第88號
法律公告)
(1A)委員會成員週年大會須每年不遲於8月31日舉行。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
(2) 於委員會的任何會議上，會議法定人數為14名成員。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
260號法律公告)
(3) 委員會任何程序的效力，不受成員席位出現空缺或成員的委任方面有欠妥之處影響。
(4) 在委員會會議中提出或產生的所有問題，須由出席會議並對問題投票的成員，以多數票決
定。
(5) 主席或副主席(如主席缺席)須主持委員會的任何會議，並有本身的一票投票權，如在任何
問題上表決的票數相等，則有權投決定票。
(6) 委員會任何會議的程序須以會議紀錄形式記載，由秘書備存，並載入委員會為該目的而備
存的簿冊內。
(7) 委員會可訂立常規以規管其會議上所採用的程序，或訂立與辦理其事務有關的常規。
條：

7

供款人

3 of 2003

28/02/2003

(1) 就津貼則例或中學、小學或特殊學校資助則例而言，獲批准的每名教員並受僱於津貼學校
者(包括在試用期的任何該等教員)，須按第8條所訂定的形式向基金供款，但以下的人除外─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1982年第304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260號法律
公告；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
(a) 以臨時性質僱用的任何教員；
(b) 按適用於非合格教員的薪級表支薪的任何教員︰
但任何該等教員可選擇向基金供款；
(c) 非因向補助學校公積金供款而是在供款無間年資期的任何教員︰
但任何該等教員可選擇向基金供款；
(d) 首次受聘於津貼學校時已年逾55歲的任何教員︰ (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
但─
(i) 本段條文不適用於在首次受聘於津貼學校時因向補助學校公積金供款而是在供款
無間年資期的教員；及
(ii) 在首次受聘於津貼學校時是在供款無間年資期的任何教員，而其原因並非為向補
助學校公積金供款者，可選擇向基金供款；
(e) 本身為修道會、女修道院或傳道團體成員的任何教員︰
但任何該等教員可選擇向基金供款；
(f) 以非全職性質受僱的任何教員︰
但如經常任秘書長批准，任何該等教員可選擇向基金供款。 (2003年第3號第17
條)
(1A)(由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廢除)
(2) 依據第(1)款條文作出的選擇可於任何時間作出，但所作的選擇─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
告；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
(a) 不得撤回；及
(b) 除在下述情況外，無追溯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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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追溯至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日；或
(ii) 追溯3個月，
兩者以較短的期間為準。
*(2A)-(2B)
(由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廢除)
(3) 就第(1)款而言，如對某教員是否以臨時性質受僱有疑問，須由常任秘書長決定，而其所作
的決定即屬最終決定。 (2003年第3號第17條)
(4) 凡任何津貼學校成為直資學校而不再是津貼學校，受僱於該津貼學校的供款人如開始在該
直資學校受僱為教員，則可在第7A條的規限下向基金供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5) 受僱於任何直資學校的供款人可在該學校成為直資學校後的5年內隨時選擇不向基金供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6) 受僱於任何直資學校的供款人如已根據第(5)款作出選擇，則不得在受僱於該學校時向基金
供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 第7(2A)及(2B)條已被廢除。該等條文轉錄如下：
“(2A) 第(1)(d)款所適用的教員(於1982年6月24日或之後首次受聘於津貼學校的教員除
外)或第(1A)款所適用的教員如選擇向基金供款，其所作的選擇─
(a) 不得撤回；及
(b) 如於1982年6月24日起3個月內作出，則可追溯至其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
日，或該教員於選擇內所指明的其首次受聘後的其他日期，但無論如何不得追
溯至1980年9月1日前的日期。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2B) 任何教員如於1982年6月24日前作出選擇，而憑藉第(2)(b)(ii)款將該選擇追溯至
其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日以後的某一日期，則該教員可於1982年6月24日起3個月內作
出額外的選擇，自其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日起或自1980年9月1日起向基金供款，兩者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條：

7A

有關津貼學校轉為直資學校的特別安排

L.N. 178 of 2000 19/05/2000

(1) 凡任何津貼學校成為直資學校而不再是津貼學校，受僱於該津貼學校的供款人如開始在該
直資學校受僱為教員，則可選擇—
(a) 按照第13條將其帳目終結，並按照第14條收取付款；或
(b) 在該學校成為直資學校後最多5年內，繼續按照本規則向基金供款。
(2) 供款人如已根據第(1)(a)款作出選擇，則不得在受僱於該直資學校時向基金供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條：

8

供款

27 of 2004

01/01/2005

(1) 受僱於津貼學校的供款人向基金供款的比率，須為供款人底薪(包括經常任秘書長批准作為
底薪的任何津貼)的百分之五，而除非經常任秘書長同意，否則供款人只須就領取底薪的期間付給供
款。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1A) 受僱於直資學校的供款人向基金供款的比率，須為供款人僱傭合約所訂薪金的百分之五，
而除非經常任秘書長同意，否則供款人只須就領取該薪金的期間付給供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
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2) 除第(2A)款另有規定外，管理當局須按月從供款人的薪金中扣除供款，並在其後7天內將扣
除款額付給司庫。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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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凡根據第7(2A)或(2B)條*作出具追溯效力的基金供款選擇，供款人就追溯期而付給的供款
須按常任秘書長所決定的分期付款額由管理當局按月從供款人的薪金中扣除，管理當局並須在其後7
天內將扣除款額付給司庫。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3) 每間學校的管理當局均有職責為其校內受僱的每名供款人備存個別的帳目，而每個該等帳
目須指明─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2004年第27號第70條)
(a) 已付入該帳目的所有供款；
(b) 政府根據第9條給予該帳目的所有贈款；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ba)
該學校根據第9A條給予該帳目的所有贈款(如適用的話)；及 (2000年第79號法律
公告)
(c) 由司庫不時傳達給管理當局的其他貸方帳目。
(4) 由管理當局備存的每個供款人帳目的總數須每年與司庫對帳。
(5) 在向管理當局申請後，供款人有權在任何合理時間查閱該供款人名下的帳目。
(2004年第27號第70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 第7(2A)及(2B)條已被廢除。該等條文轉錄如下：
“(2A) 第(1)(d)款所適用的教員(於1982年6月24日或之後首次受聘於津貼學校的教員除
外)或第(1A)款所適用的教員如選擇向基金供款，其所作的選擇─
(a) 不得撤回；及
(b) 如於1982年6月24日起3個月內作出，則可追溯至其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
日，或該教員於選擇內所指明的其首次受聘後的其他日期，但無論如何不得追
溯至1980年9月1日前的日期。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2B) 任何教員如於1982年6月24日前作出選擇，而憑藉第(2)(b)(ii)款將該選擇追溯至
其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日以後的某一日期，則該教員可於1982年6月24日起3個月內作
出額外的選擇，自其首次受聘於任何津貼學校之日起或自1980年9月1日起向基金供款，兩者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條：

9

政府贈款

27 of 2004

01/01/2005

(1) 政府須就每名受僱於津貼學校的供款人的每筆供款，相應將一筆在本規則內稱為政府贈款
的款項付入基金。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2) 政府贈款須於每月在受僱於津貼學校的供款人到期供款時付入基金，如屬根據第8(2A)條須
繳付的供款，則在從供款人薪金中扣除供款時付入基金，政府贈款的款額須相等於供款人底薪(包括
經常任秘書長批准作為底薪的任何津貼)的下述百分率─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
17條)
(a)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少於10年，為百分之五；
(b)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10年但未足15年，則為百分之十；
(c)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15年，則為百分之十五。
(3) 就某名供款人而付給的政府贈款須隨即由管理當局及司庫記入供款人的貸方帳目。 (2004
年第27號第70條)
(4) (由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廢除)
(5) 任何供款人如在1980年9月1日至緊接《1982年津貼學校公積金(修訂)規則》(Subsidized
Schools Provident Fund (Amendment) Rules 1982)(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生效日期前為止期間
內任何時間供款，政府須就該人的供款而付入基金一筆款項，數額須為政府根據當時施行的本條條
文而須就該期間內該等供款付入基金的贈款總額，減去假若《1982年津貼學校公積金(修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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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zed Schools Provident Fund (Amendment) Rules 1982)(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在該期
間已生效，則原應根據本條就該等供款而付給的贈款總額後得出之數；而為每名供款人就該段期間
備存的帳目，須按供款人在該段期間的每筆供款作相應調整及記入其貸方帳目。
(6) 在政府須付給贈款的任何月份中，供款人其後在《1985年津貼學校公積金(修訂)規則》
(Subsidized Schools Provident Fund (Amendment) Rules 1985)(1985年第88號法律公告)生效日
期後，獲增加底薪，或獲增加常任秘書長為施行本條而批准的津貼，或獲授予此類津貼，則政府須
將另一筆贈款付入基金，使該月份的政府贈款增加至假若已將上述薪津考慮在內，政府最初便須付
給的款額。 (1985年第88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7) 任何供款人(不論是否受僱於津貼學校)的帳目如按照第13條(或看來是按照第13條)終結，
而該供款人已按照第14條(或看來是按照第14條)收取款額，並再度開始受僱於任何津貼學校，其間
教學服務並無中斷，則為計算政府根據本條須就此類再度開始受僱情形而付給的贈款額時，不得將
此類再度受僱前已完結的任何屬供款無間年資的期間考慮在內。 (1990年第270號法律公告；2000
年第79號法律公告)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條：

9A

直資學校贈款

27 of 2004

01/01/2005

(1) 任何直資學校須就每名受僱於該學校的供款人的每筆供款，相應將一筆在本規則內稱為直
資學校贈款的款項付入基金。
(2) 直資學校贈款須於每月在受僱於直資學校的供款人到期供款時付入基金，款額相等於供款
人僱傭合約所訂薪金的下述百分率—
(a)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不足10年，則為百分之五；
(b)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10年但不足15年，則為百分之十；
(c)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15年，則為百分之十五。
(3) 就某名供款人而付給的直資學校贈款須隨即由司庫及有關的直資學校的管理當局記入供款
人的貸方帳目。
(2004年第27號第70條)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條：

10

投資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委員會認為超出基金正常現金需求的所有盈餘，可在委員會的指示下由以下人士作出投資或存
款─
(a) 司庫；或
(b) 委員會經財政司司長批准後委任的任何投資經理，
方式或方法須按財政司司長不時就該目的而批准者而定，包括可訂立的任何合約、協議、財務交易
或安排的形式，而從上述的投資中所得的任何股息、利息、收益或虧損，須記入基金的貸方帳目或
其借方帳目。
(1987年第11號法律公告；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
條：

11

儲備金

L.N. 178 of 2000 19/05/2000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5號第3條
(1) 現設立一個儲備金，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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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以下各項每年記入其貸方帳目─
(i) 當年內因任何投資的出售或到期而變現的得益中超出該等投資在上述出售或到期
的時間於基金帳目結轉的價值的得益；
(ii) 列入任何供款人貸方帳目的政府贈款及直資學校贈款(如有的話)淨額，包括從該
贈款賺得的股息，而根據第13條，該贈款是無須付給供款人者； (2000年第79號
法律公告)
(iii)
得自投資及存款的收入中，委員會認為適合的部分；及
(iv) 以任何一年的8月31日的狀況為準的因基金投資的重新估值所致的任何收益；及
(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
(b) 將以下各項每年記入其借方帳目─
(i) 當年內因任何投資的出售或到期而招致的虧損，此等虧損是考慮到該等投資在上
述出售或到期的時間於基金帳目結轉的價值而得出；
(ii) 因行政長官在特別情況下以書面授權或指示而使基金招致的開支或虧損；及
(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55號第3條)
(iii)
以任何一年的8月31日的狀況為準的因基金投資的重新估值所致的任何虧損。
(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
(2) 凡於任何一年，如在第(1)(a)款所指明的所有項目記入貸方帳目後，儲備金的貸方餘額少
於第(1)(b)款所指明的所有借方帳目總和，則須將一筆代表該差額的款額，記入收支帳目中的借
方，並記入儲備金的貸方帳目。
(3) 凡於任何一年，如在第(1)款所指明的所有項目記入貸方帳目及借方帳目後，儲備金有貸方
餘額，則須將根據第12(1)條保證給予的百分之五股息所需的款項，記入儲備金的借方帳目及記入收
支帳目中的貸方。
(4) 凡於任何一年，如在第(1)及(3)款所指明的所有項目記入貸方帳目及借方帳目後，儲備金
的貸方餘額超出以下兩數的總和，即相等於所有供款人帳目在8月31日的貸方餘額的百分之五之數加
上根據第12(2)條作出的政府貸款的未償還之數的總數額，則任何該等超出額，可由委員會酌情決定
而根據第12(5)條記入供款人帳目的貸方。
(5) 凡於任何一年，財政司司長根據第12(4)條決定，根據第12(2)條作出的任何一宗政府貸款
須予全部或局部償還，則─ (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
(a) 如儲備金的貸方餘額超出須償還的貸款額，則該貸款額須記入儲備金的借方帳目及記
入股息不敷帳目中的貸方；及
(b) 如儲備金的貸方餘額少於須償還的貸款額，則須將一筆代表該差額的款額，記入收支
帳目中的借方及記入儲備金的貸方帳目。
(6) 在本條及第12條中，“收支帳目”(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指為接受與基金的
運作有關而得到的收入及非資本性質的其他收入的貸方入帳，及為接受與基金的運作有關而出現的
非資本性質的開支的借方入帳，以及為釐定基金的運作而致的盈餘或逆差而維持的帳目。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條：

12

記入供款人帳目中的貸方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55 of 2000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5號第3條
(1) 在委員會每次的週年大會上，委員會須宣布在每名供款人的帳目中的貸方，記入該帳目在
該大會前最後一個8月31日結存的百分之五的款額，即以下所稱的保證股息，而該款額是從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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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和撥付─
(a) 在準備支付任何開支及準備支付根據第11(1)(a)(iii)條記入儲備金貸方帳目的款項
(如有的話)後的基金收入；
(b) 根據第11(2)條記入收支帳目中借方的任何款額；
(c) 根據第11(3)條記入收支帳目中貸方的任何款額；
(d) 記入收支帳目中貸方的任何款額，即轉入股息不敷帳目中借方的款額，亦即保證股息
結存後未能以收支帳目支付的不敷之數而由政府根據第(2)款以貸款形式承擔的款額。
(2) 如於任何一年，保證股息未能以第(1)(a)、(1)(b)及(1)(c)款下的款額支付，則財政司司
長可指示由政府一般收入撥出一筆足以抵消第(1)(d)款所述的股息不敷帳目中借方的款項，付入基
金，而在本規則中，該筆款項稱為政府貸款。 (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
(3) 根據第(2)款作出的政府貸款並不向基金計算利息，而是作為儲備金的一項押記。
(4) 根據第(2)款作出的政府貸款須按財政司司長決定的時間及分期付款額從基金撥款清還。
(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
(5) 除第(6)款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經行政長官批准後，可在其週年大會宣布給予附加股息，按
每名供款人的帳目在該大會前最後一個8月31日的結存的某個百分率計算，記入該供款人帳目的貸
方，而款項則由第11(4)條所述的超出額撥付。 (2000年第55號第3條)
(6) 如有根據第(2)款作出的任何政府貸款尚未清還，則不得宣布給予附加股息。
(7) 在本條中，“股息不敷帳目”(dividend deficiency account) 指保證股息結存後未能以
收支帳目支付的不敷之數，且記入儲備金借方的帳目。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
條：

13

利益

3 of 2003

28/02/2003

(1) 每當任何供款人因以下任何理由而停止受僱為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視屬何情況而定)教員
時─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a) 供款人已有10年供款無間年資─
(i) 他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不論合約是否完成)，而並非因專業方面行為
不當或因被定罪而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者；或
(ii) 他自願退休、辭職、或終止合約(不論合約是否完成)，而並非為避免因專業方面
行為不當或因被定罪而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以致自願退休、辭職、或終
止合約者；
(b) 以健康欠佳為理由，該理由須經(如有關的供款人受僱於津貼學校)政府醫事委員會或
(如有關的供款人受僱於直資學校)《醫生註冊條例》(第161章)第2條所指的註冊醫生
證明為構成終止其僱用的合理理由；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c) (就津貼學校而言)有關的學校不再是津貼學校；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ca)
(就直資學校而言)有關的學校不再是直資學校，但如該學校轉為津貼學校，則作
別論；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d) 去世，
則除第(3)款、第7A、13A及15條另有規定外，其帳目即告終結，而在其停止僱用之日其帳目的貸方
餘額的款額，包括所有政府贈款及直資學校贈款(如有的話)以及截至並包括該日的所有已宣布的股
息，均須按照第14條支付給該供款人或其遺產代理人。 (1995年第260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79號
法律公告)
(2) 在不影響第(1)(b)、(c)、(ca)及(d)款的原則下，每當任何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足5年但
未足10年，並因以下任何理由停止受僱為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視屬何情況而定)教員時─ (2000年
第79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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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不論合約是否完成)，而並非因專業方面行為不當
或因被定罪而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者；或
(b) 他自願退休、辭職、或終止合約(不論合約是否完成)，而並非為避免因專業方面行為
不當或因被定罪而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以致自願退休、辭職、或終止合約
者，
則除第(3)款及第15條另有規定外，其帳目即告終結，而該教員作為供款人按照第14條應獲付給的款
額，須為一筆相等於截至他停止受僱之日為止所作供款及就該筆供款宣布的所有股息，另加相等於
所有政府贈款、直資學校贈款(如有的話)及就該等贈款宣布的股息的總和的下述百分率─ (2000年
第79號法律公告)
(i) 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未足6年，則政府贈款為百分之五十；
(ii)
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足6年但未足7年，則為百分之六十；
(iii) 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足7年但未足8年，則為百分之七十；
(iv)
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足8年但未足9年，則為百分之八十；
(v) 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足9年但未足10年，則為百分之九十。 (1982年第240號法律
公告)
(2A) 在不影響第(1)(b)、(c)、(ca)及(d)款的原則下，每當任何供款人於以下情況停止受僱為
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視屬何情況而定)教員時─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a) 供款人已有未足5年供款無間年資；或
(b) 因以下任何理由(不論供款無間年資的長短)，即─
(i) 因專業方面行為不當或因被定罪而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不論合約是否
完成)；或
(ii) 他自願退休、辭職、或終止合約(不論合約是否完成)，以避免因專業方面行為不
當或因被定罪而被迫令退休、解僱或終止合約，
則除第(3)款及第15條另有規定外，其帳目即告終結，而一筆相等於截至他停止受僱之日為止所作供
款，另加就該筆供款宣布的股息，均須按照第14條付給他。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
79號法律公告)
(3) 任何供款人如已停止根據第8條的規定供款，並提出申請，則除非─
(a) 供款人有10年供款無間年資並被迫令退休；或
(b) 屬第(2A)(b)款所適用的任何情況，
否則常任秘書長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條款及條件，指示繼續保留供款人的帳目，但在該情況下，依據
本款而使供款人的帳目得以保留的期間，不得作為供款無間年資考慮。 (1982年第240號法律公
告；2003年第3號第17條)
(4) (由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廢除)
(5) (由1996年第163號法律公告廢除)
(6) 任何供款人的帳目如按照本條(或看來是按照本條)終結，而該供款人已按照第14條(或看來
是按照第14條)收取款額，並再度開始受僱於任何津貼學校，其間教學服務並無中斷，則為計算根據
本條須就此類再度開始受僱情形而付給的利益額時，不得將此類再度受僱前已完結的任何屬供款無
間年資的期間考慮在內。 (1990年第270號法律公告)
(7) (a) 凡任何供款人被免職或其合約被終止(不論合約是否完成)，但其帳目仍按照本條(或看
來是按照本條)繼續保留，而該供款人已按照《僱傭條例》(第57章)收取遣散費或長期
服務金(視何情況而定)，並再度開始受僱於任何津貼學校或補助學校，其間其教學服
務並無中斷，或該項中斷已經常任秘書長批准，則為計算根據本條須就此類再度開始
受僱情形而付給的利益額時，不得將此類再度受僱前已完結的任何屬供款無間年資的
期間考慮在內。 (2003年第3號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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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上述再開視為已予終結，而於其停止受僱當日記入其帳目貸方並可歸因於其供款及
已就該等供款所宣布的股息的該部分款額，須付予該供款人，而記入該供款人帳目貸
方並可歸因於政府贈款及就該等贈款所宣布的股息的該部分款額，則須付予政府，以
抵銷已付作或須付作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款額。 (1995年第260
號法律公告)
(1976年第88號法律公告)
條：

13A

30/06/1997

繼續保留已去世供款人的帳目

(1) 即使第13條的條文已有規定，已去世的供款人的帳目須予繼續保留，而按照第12條宣布的
任何款額的股息須記入死者帳目的貸方，為期最長3年，至供款人的第三個忌辰止，或由供款人死亡
之日起至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日期止，兩個日期中以較早者為準。 (1995
年第260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2) 第(1)款所適用的帳目─
(a) 在供款人的第三個忌辰的日期終結；或
(b) 在關乎死者的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的日期終結，
兩個日期中以較早者為準。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條：

13B

直資學校供款人停止作為供款人

3 of 2003

28/02/2003

(1) 受僱於直資學校的供款人須在該學校成為直資學校後5年的期間屆滿時停止向基金供款。
(2) 如在第(1)款所提述的屆滿日期—
(a) 供款人有10年供款無間年資，則其帳目須予終結，而在該屆滿日期其帳目貸方餘額的
款額，包括所有政府贈款、直資學校贈款以及截至並包括該日期的所有已宣布的股
息，均須按照第14條支付給他；
(b) 供款人有足5年但不足10年供款無間年資，則其帳目須予終結，而該人作為供款人應獲
按照第14條付給的款額，相等於截至該屆滿日期為止他所作出的供款以及就該筆供款
宣布的所有股息，另加一筆款項，款額相等於所有政府贈款、直資學校贈款及就該等
贈款宣布的所有股息的總和的下述百分率—
(i)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不足6年，則為百分之五十；
(ii)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6年但不足7年，則為百分之六十；
(iii)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7年但不足8年，則為百分之七十；
(iv)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8年但不足9年，則為百分之八十；
(v)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9年但不足10年，則為百分之九十；
(c) 供款人有不足5年的供款無間年資，則其帳目須予終結，並須按照第14條向他支付一筆
款項，款額相等於截至該屆滿日期為止他所作出的供款，另加就該筆供款宣布的股
息。
(3) 凡受僱於直資學校的供款人根據第7(5)條選擇不向基金供款，而—
(a) 他有10年的供款無間年資，則其帳目須予終結，而在常任秘書長為施行本條而批准的
日期，其帳目貸方餘額的款額，包括所有政府贈款、直資學校贈款以及截至並包括該
日期的所有已宣布的股息，均須按照第14條支付給他；
(b) 他有足5年但不足10年的供款無間年資，則其帳目須予終結，而該人作為供款人應獲按
照第14條付給的款額，相等於截至常任秘書長為施行本條而批准的日期為止他所作出
的供款以及就該筆供款宣布的所有股息，另加一筆款項，款額相等於所有政府贈款、
直資學校贈款及就該等贈款宣布的所有股息的總和的下述百分率— (2003年第3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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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條)
(i)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不足6年，則為百分之五十；
(ii)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6年但不足7年，則為百分之六十；
(iii)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7年但不足8年，則為百分之七十；
(iv)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8年但不足9年，則為百分之八十；
(v) 如其供款無間年資足9年但不足10年，則為百分之九十；
(c) 他有不足5年的供款無間年資，則其帳目須予終結，並須按照第14條向他支付一筆款
項，款額相等於截至常任秘書長為施行本條而批准的日期為止他所作出的供款，另加
就該筆供款宣布的股息。
(2003年第3號第17條)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條：

14

付款和按比例計算股息

4 of 2013

28/06/2013

(1) 按照本規則須付給供款人的付款，須由秘書及司庫核證，而就此筆付款以及就由基金中墊
付的任何其他款項而發出的支票，須由委員會主席與司庫簽署，如主席不在香港或因任何其他理由
而不能簽署，則由副主席與司庫簽署支票。 (1987年第11號法律公告)
(2) 任何供款人的帳目如按照第13或13A條終結，而在憲報刊登公告後，從帳目終結日期起計3
年內並無合法申索提出，則該帳目貸方餘額的款項須轉撥入儲備金的貸方帳目內。 (1982年第240
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2A) 在計算第(2)款所指的3年期間時，凡供款人在某時間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該時間不得計
算在內。 (2013年第4號第5條)
(2B) 如某供款人在第(2A)款實施前被判定破產，該款並不就該項破產而適用。 (2013年第4號第5
條)
(3) 在符合第(4)款的規定下，按照第12條宣布的任何股息的款額，就根據第13或13A條在任何
財政年度(“第一個有關財政年度”)結束時或結束後而在委員會下一個週年大會前終結的帳目而
言，須付給有權領取該帳目貸方餘額款項的人。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4) 在符合第(8)款的規定下，如第(3)款所適用的帳目在第一個有關財政年度的九月最後一日
之後開設，則就該帳目而憑藉第(3)款所須繳付的任何股息的款額須減去某款額，該款額相等於該股
息除以365(如該年度所包括的二月有29天，則除以366)，再乘以該帳目在該年度中未開設期內的總
日數，但如該帳目開設的日期，並非在所屬月份的首日，則該總日數不包括該月在該帳目開設日期
之前的日數。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5) 在符合第(6)及(8)款的規定下，就宣布任何股息而言，第12條的條文適用於根據第13或13A
條在某財政年度(“第二個有關財政年度”)的某日(“第一個日期”)(該年度的8月31日(“第二個日
期”)除外)終結的帳目(“有關帳目”)，猶如有關帳目(以其貸方在第一個日期的餘額款項計算)是
在第二個日期如此終結一樣；據此，關乎該帳目的任何該等股息的款額須付給有權領取該帳目貸方
餘額款項的人。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6) 第(5)款所適用的某股息的款額須減去某款額，該款額相等於該股息除以365(如第二個有關
財政年度所包括的二月有29天，則除以366)，再乘以有關帳目在第二個有關財政年度中未開設或已
終結期內的總日數，但該總日數不包括─
(a) 第一個日期；及
(b) (如該帳目開設的日期，並非在所屬月份的首日)該月在該帳目開設日期之前的日數。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7) 在符合第(8)款的規定下，就─
(a) 未曾根據第13或13A條終結；但
(b) 在某財政年度中的九月最後一日之後開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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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而按照第12條宣布的任何股息的款額，須減去某款額，該款額相等於該股息除以365(如該年度
所包括的二月有29天，則除以366)，再乘以該帳目在該年度中未開設期內的總日數，但如該帳目開
設的日期，並非在所屬月份的首日，則該總日數不包括該月在該帳目開設日期之前的日數。 (1997
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8) 第(4)、(5)及(7)款不適用於在由1997年9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之前的任何財政年度。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9)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
(a) 如供款人的帳目已根據第13或13A條終結，則除按照本條的規定外，不得根據第12條將
股息進帳；
(b) 由第一個日期翌日起直至第二個日期為止的期間不得就任何目的而計為該供款人的供
款無間年資；
(c) 就根據第13或13A條終結的帳目而言，根據本規則計算按照第12條宣布的任何股息的款
額的期間，須包括該帳目終結的日期。 (199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條：

15

教員轉校

3 of 2003

28/02/2003

(1) 凡任何供款人開始受僱於任何補助學校，而其教學服務並無中斷，或該項中斷已經常任秘
書長批准，則該教員如向委員會提出申請，有以下選擇─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2003年第3號
第17條)
(a) 將其帳目按照第13條條文終結，並按照第14條條文收取付款；或
(b) 將其帳目按照第13(3)條條文保留；或
(c) 將其帳目轉撥入補助學校公積金。
(2) 受僱於任何補助學校或直資學校的供款教員如被終止僱用，而其在補助學校公積金的帳目
被轉撥入津貼學校公積金，則司庫須以該教員的姓名在津貼學校公積金內開設一個供款人帳目，並
將如此轉撥入的帳目記入該供款人帳目的貸方；此後在所有各方面而言，該教員須被當作是津貼學
校公積金的供款人，由其按《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第279章，附屬法例C)所指的供款無間年資開
始日期起生效。
(2A) 如受僱於任何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的供款人終止受僱於該學校，並開始受僱於另一間屬津
貼學校的學校，而其教學服務並無中斷，或雖有中斷，但該中斷已經常任秘書長批准，則該供款人
可選擇— (2003年第3號第17條)
(a) 將其帳目按照第13條終結，並按照第14條收取付款；或
(b) 繼續按照本規則向基金供款，而不將其帳目終結。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3) (由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廢除)
(2000年第79號法律公告)
條：

16

帳目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附註：
有關《立法會決議》(2007年第130號法律公告)所作之修訂的保留及過渡性條文，見載於該決議
第(12)段。
(1) 司庫在庫務署署長規定的人選協助下，須安排為基金的所有往來帳項備存妥善帳目，包括
每名供款人須有個別的帳目，並須安排就每年截至8月31日止的12個月期間擬備基金的帳目報表，包
括收支帳目及資產負債表，而收支帳目及資產負債表均須由主席與司庫簽署。
(2) 基金的帳目及經簽署的帳目報表須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核數師審計，並由其加以證明，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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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適合，可擬備報告另作說明。 (2000年第55號第3條)
(3) 一份經簽署及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如有的話)，須在該報表所關乎的期間
完結後緊隨的委員會週年大會上提交委員會省覽，之後並須呈交教育局局長。 (1976年第226號法
律公告；1987年第11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30號法律公告)
條：

17

基金運作報告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55 of 2000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5號第3條
即使第16條另有規定，但每當行政長官要求時，委員會須經由政務司司長而向行政長官呈交一
份基金運作報告及一份經審計的基金帳目報表。
(1976年第226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55號第3條)
條：

18

對爭議的裁定

30/06/1997

在本規則下產生的任何爭議須由委員會裁定︰
但任何人如認為本身因委員會的任何決定而感到受屈，則可於獲通知有關該項決定後28天內向
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1994年第6號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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