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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為四所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免息貸款的問題
就葉建源議員於200
2 年5月5日提出關於為四所非牟利國際
學校提供免息貸款的問題，教育局現回農如下 。
JI

按現行政策， 為確保國際學校的學額供應可滿足因工作或投
資而來港居住的非本地家庭對學額的需求，教育局在分醌全新土
池／校舍作發展國際學校用途時，要求申請固體必須在其計劃書上
訂明學校就取錄非本地學生的百分比所作的承諾，而有關的比例
一定要在全校收生人數的70%或以上 。 是次申請免息貸款的四所
國際學校均受此限 。 由於辦學圍體就校舍分醚工作提交計劃書
時， 得悉並同意其提供的資料只會作申請相關校舍分醚工作之
用，因此我們未能公開個別國際學校承諾的最低比例的數字 。 是
次申請免息貸款的四所國際學校於 0
2 19/20學 年取錄的學生比例
見附件一 。
為使香港的國際學校發展更多元化，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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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海外辦學團盤和未有在本地營辦國際學校的新辦學圉
髖參與校舍分醚工作發展國際學校。 就相關的四所國際學校而
言 ， 宣道國際學校及法國國際學校的辦學圍體在香港有營辦國際
學校的多年經駮；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及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的
辦學困體雖然在獲批地前未有在香港開辯國際學校， 但該兩所學
校 均 與 其 位於英國歷史悠久的 學 校（即 Malvern College 及
Shrewsbury School)有密切聯繫，後者在課程安排 、學校管理 丶
專業培訓等方面向在港成立的該兩所國際學校作出支援 。 為璀保
該等國際學校的辦學質素，政府與相關辦學圍髖簽訂的服務合約
中已訂明 ，辦學囿體必須在開校後就學校的整髖運作取得合資格
認證機構的認證。 就相關學校的辦學圍體名稱及創辦年份，請參
閱附件二 。
根據現行政策，在校舍分配工作下獲分配土地或校舍的國際
學校 、辦學圍體及負責營運學校的囹體必須是根據《稅務條例》
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機構， 才能獲政府批准以象徵式稈金租用
校舍或以象徵式地價獲批撥全新土地營運國際學校，教育局在與
租關的辦學圉體簽訂的服務合約中亦有訂明有關要求。 相關學校
亦須每年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的帳目 ， 如教育局發現有不清晰或
可能與學校運作不相關的帳目往來項目， 會要求有關的學校就其
財務狀況作出解擇 。 另外，辦學圉髖及負責營運學校的圍體的章
程細則必須加入標準條文，確保其收入及財産 ， 只准純粹用以促
進章程鈿則所訂明的宗旨（其中一項須為設立及營辦非牟利學
校），不得將其任何收入及財產 ， 直接或間接以股息 、 花紐或其
他形式支付或移交其任何成員 。 上逑四間辦學圍體均與政府就位
於所分配土地上營辦的國際學校簽訂服務合約，訂明學校及其辦
學圍體在合約期間必須是《税務條例》第88條下獲豁免繳我的
機構。 相關學校均有按要求每年向本局提交經審核的帳目。 本局
會縑續透過服務合約的機制 ，石在保學校及其相閼困體符合服務合
約和章程細則的要求。
是次申請免息貸款的四所國際學校於 2019/20學年的收費情
況見附件三 。
教育局局長
（陳吳婷婷
2020年5月7日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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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所申請免息貸款的國際學校於2019/20學年取錄的學生比例

學校名稱

整體學生人款

本地學生人藪
（百分比）

非本地學生人菓
（百分比）

1411

678

(48.1%)

733

(51.9%)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643

243

(37.8%)

400

(62.2%)

香港思貝禋國際學校

326

118

(36.2%)

208

(63.8%)

法國國際學校

805

12

(1.5%)

793

(98.5%)

宣道國際學校

（將軍澳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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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四所申請免息貸款的國際學校的辦學團體實料
學校名稱

辦學圉髖名稱
1

辦學團髖
成立年份
2013

宣道國際學校

宣道國際學校有限公司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Malvern College Hong Kong Limited

2012

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

Shrewsbury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2015

Kong Limited

法國國際學校
（將軍澳校舍）

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 "Victor

1979

Segalen" Association Limited

I在2008年校舍分醌工作下，教育局將一幅位於長沙灣的全新土地分配予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宣道會）興建一所國際學校（即宣道國際學校）。 由於宣道會是法定困體，未獲授權借貸，所以宣道會在
2015年把新學校的辦學權移交其全資附屬機講宣道國際學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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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四所申請免息貸款的國際學校在2019/20學年的收蕢情況
學校名稱
宣道國際學校

年度學蕢中位菓

其他蕢用（例如債劵、提名攏或工程徵蕢）

（元）

（元）

小學： 129,620
中學： 172,400

家長可選擇支付(a)或(b)其中一項：
(a)個人工程票據(Individual Capital Note)
• 560,000 (首名子女）
• 504,000 (次名子女）
• 476,000 (第三名子女）
(b)年度工程徵費(Annual Capital Levy)
• 28,000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小學： 169,600
中學： 192,920

家長可選擇支付(a)或(b)其中一項：
(a)年度工程徵費(Annual Capital Levy)
• 38,000
(b)提名權(Nomination Right)
• 2,400,000

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

小學： 177,000

家長可選擇支付(a)或(b)其中一項：
(a)年度工程徵費(Annual Capital Levy)
• 50,000
(b)工程票據(Capital Certificate)
• 200,000 (基本 (standard))
• 300,000 (優質(premium)

法國國際學校

英文部

（將軍澳校舍）

小學： 125,794
中學： 160,760
法文部：

家長／公司可選擇支付(a)或(b)其中一項：
(a)私人債券(Private Debenture)
• 90,000
(b)公司債券(Corporate Debenture)
• 250,000

小學： 117,522
中學： 1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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