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電子收費系統及本年度收費事宜 

（通告第 035/2018 號） 

各位家長： 

為了簡化日常繳交各項費用的程序，本校已引入「電子收費系統」，以自動化程序處理本

校之繳費流程。 

家長可選擇以下兩種方式繳費: (1)繳費靈(PPS)方法，以電話、網上付款 或 (2)「學生繳費

靈賬戶」條碼(已貼在學生手冊 P.36)到 OK 便利店、VanGO 或華潤萬家分店櫃位，替 貴子弟之

「學生繳費靈賬戶」增值。有關電子收費系統簡介、收費程序及開立繳費靈戶口步驟等，家長

可參 <電子收費系統家長使用手冊>，手冊會隨通告上載學校網頁。 

以下為本年度各級收費項目，共分為三期： 

時段 繳付日期 收費項目 收費對象 

上 

學 

期 

第一期 27/09/2018(四)前 1. 用簿及其他費用 一至六年級 

2. 特定用途費用(全年) 一至六年級 

3. 旅行日車費 一至六年級 

4. 牙科保健計劃(全年) 參加保健計劃學生 

5. 「一人一繩」計劃 一年級及插班生 

6. 家長教師會會費(全年) 

(以家庭為單位，只扣一次) 

款項由最高年級的 

學生賬戶內扣除 

7. 上學期課餘興趣班學費 參加繳費興趣班的學生 

8. 第一期繳費靈增值行政費 一至六年級 

第二期 19/10/2018(五)前 1. 上學期多元智能課活動費 參加繳費課程的學生 

第二期繳費靈增值行政費由承辦機構支付 

下 

學 

期 

第三期 01/02/2019(五)前 1. 用簿及其他費用 一至六年級 

2. 教育參觀車費及入場費 參觀年級 

3. 下學期多元智能課活動費 參加繳費課程的學生 

4. 下學期課餘興趣班學費 參加繳費興趣班的學生 

5. 第三期繳費靈增值行政費 一至六年級 

有關增值注意事項： 

1. 請家長增值時須依通告顯示的款項，全數增值所需總額。如繳付日期前顯示學生賬戶結

存不足，班主任會聯絡家長，提示家長盡快繳費。 

2. 每次增值時須支付「繳費靈增值行政費」(以電話/網上繳費靈增值每次$2.2，而以現金增

值則每次$3.4)，故此不建議家長分開入數，請家長依時存入足夠金額繳交各期的款項，

以免因再次增值而再次支付「繳費靈增值行政費」，敬請留意。 

3. 學校會於以上繳付日期前發出電子收費通告通知家長，並詳細解釋各項收費詳情，如有

需要，收費項目將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屆時會於電子收費通告作詳細 明。 

 

 



 

4. 家長可透過本校內聯網 eClass 網站或家長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查 學生賬戶的

結餘金額及收支紀錄，查閱步驟可參 <電子收費系統家長使用手冊 P.5>。 

5. 學期終結時，學生繳費靈賬戶的餘額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 

6. 學生繳費靈賬戶會於學生畢業/退學時自動終止，剩餘金額將會全數退還予家長。 
 

上學期(第一期)收費項目詳列如下： 

上學期(第一期)收費項目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 用簿及其他費用【附件一】 $429.30 $476.30 $487.60 $480.30 $642.25 $639.25 

2. 特定用途費用(全年)【附件二】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 旅行日車費  
(暫擬收費，如不參加旅行日的同學， 

將不會扣除車費。) 
$30 $30 $30 $30 $30 $30 

4. 牙科保健費用(全年) 

【詳見通告第 001/2018 號】 
(不參加牙科保健的同學，不會扣除費用) 

$30 $30 $30 $30 $30 $30 

5. 「一人一繩」計劃 
(只限一年級及插班生購買)【附件三】 

$15 
$15 

(只限插班生) 

6. 家長教師會會費(全年)  
(以家庭為單位，只扣一次，款項由最高 

年級的學生帳戶內扣除。)【附件四】 
$30 $30 $30 $30 $30 $30 

7. 第一期繳費靈增值行政費 

(視乎繳費方式) 

$2.2 / 
$3.4 

$2.2 / 
$3.4 

$2.2 / 
$3.4 

$2.2 / 
$3.4 

$2.2 / 
$3.4 

$2.2 / 
$3.4 

就 1-7 項建議家長存入港幣總額： $847.70 $879.70 $891.00 $883.70 $1045.65 $1042.65 

插班生家長留意 ------ 需在上述總額多加 15 元購買「一人一繩」 

 

8. 上學期課餘興趣班學費 

【詳見通告第 017/2018 號】 

請連同以上費用一併繳交 
(只限入選參加的同學，需按確認通知書繳費) 

 

請家長必須確保「學生繳費靈賬戶」存有足夠金額，否則應盡快為賬戶增值。就以上各

項收費，請家長於 9 月 27 日或以前存入不少於各級所列的金額於 貴子弟的繳費靈賬戶內，

以繳付有關費用，學校將按時從「學生繳費靈賬戶」內扣除相關金額。 

 

請家長先全數繳交上述款項，若家長欲豁免繳交某一項目，請以書面向學校提出。如對

繳費有任可查詢，歡迎致電 2445 0101 與譚鳳婷副校長聯絡。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附件一】  
各級用簿及其他費用(2018-2019 上學期) 

 

項目(一)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 

文 

 

 8 格 文 稿 (5)7.00 ---- ---- ---- ---- ---- 

10 格 文 稿 ---- (5)7.00 ---- ---- ---- ---- 

12 格 文 稿 ---- ---- (5)7.00 (5)7.00 ---- ---- 

14 格 文 稿 ---- ---- ---- ---- (5)7.00 (5)7.00 

語 文 練 習 ---- ---- (1)2.50 (1)2.50 (1)2.50 (1)2.50 

作       文 ---- ---- (1)2.50 (1)2.50 (1)2.50 (1)2.50 

數 

學 

中  方  格  (3)3.30 ---- ---- ---- ---- 

小  方  格 ---- ---- (3)3.30 (4)4.40 (4)4.40 (4)4.40 

數學資料簿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英 

文 

紅線雙行 (7)7.70 (7)7.70 ---- ---- ---- ---- 

藍線雙行 ---- ---- (7)7.70 (8)8.80 ---- ---- 

英文資料簿 (1)2.50 (1)2.50 (1)2.50 ---- ---- ---- 

單      行 ---- ---- ---- ---- (8)8.80 (8)8.80 

手      冊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家  課  冊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視 藝 材 料 45.00 45.00 45.00 50.00 50.00 50.00 

小  本  子 (3)9.00 (3)9.00 (4)12.00 (4)12.00 (4)12.00 (4)12.00 

中英文名印 19.50 ---- ---- ---- ---- ---- 

各科校本教材 80.00 81.60 98.00 64.00 50.00 47.00 

各科工作紙費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STEM 材料費 ---- ---- 10.00 10.00 10.00 10.00 

新編成長列車(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46.40 46.40 46.40 46.40 46.40 46.40 

膠文件夾 (3)3.00 (3)3.00 
(2)2.00 
(1)3.00 

(2)2.00 
(1)3.00 

(2)2.00 
(1)3.00 

(2)2.00 
(1)3.00 

功課袋及視藝用具袋 21.50 21.50 ---- ---- ---- ---- 

英文網上閱讀平台 32.80 32.80 32.80 32.80 32.80 32.80 

合    計 361.30 346.70 361.60 332.30 318.30 315.30 
 
 

項目(二)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教圖語基閱讀同步特訓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P.1 
$68.00 

P.2 
$68.00 

P.3 
$68.00 

P.4 
$68.00 

P.5 
$68.00 

P.6 
$68.00 

躍思中文 HKAT (Pre-S1) 分類練習 

(躍思教育出版社) 
-------- -------- -------- -------- 

P.5 
$66.40 

P.6 
$66.40 

Classroom Primary English Read On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公司) -------- -------- 

P.3 
$58.00 -------- --------  

English Assorted Practices and Mock 
Papers for HKAT (Pan Lloyds) 

-------- -------- -------- -------- P.5 
$79.20 

P.6 
$79.20 

Daily Reading Practice (Pan Lloyds)  --------  -------- 
P.4 

$58.40 
 -------- 

Daily Reading Fun (Pan Lloyds) -------- P. 2 
$61.60 -------- -------- P. 5 

$61.60 
P. 6 

$61.60 

Happy Handwriting Book C  
(Pan Lloyds) 

-------- -------- -------- 
P.4 

$21.60 -------- -------- 

Concept Check 數學概念進階訓練 
(教育網絡有限公司) 

-------- -------- -------- -------- 
P.5 上 
$48.75 

P.6 上 
$48.75 

合    計 68.00 129.60 126.00 148.00 323.95 323.95 

(一)+(二) 總計 $429.30 $476.30 $487.60 $480.30 $642.25 $639.25 

備註：所有補充價錢皆以折實價計算。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附件二】  

有關繳交「特定用途費用」事宜 
 

致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本校一直致力提供優質教育，以「普、濟、勸、善」的精神服務區內學童。本校的成功，實有賴

家長和學生的支持，為保持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以便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和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校擬向每名學生每年收取港幣 310 元之「特定用途費用」，以彌補在設備、維修、保養及提升教學

設施等龐大的開支。 
 

  如家長有經濟困難，可於十月三十日前以書面向校長提出，並解釋原因，學校將酌情處理。申請

是否獲批，學校會發信通知。 
 

上述收費已經本校法團校董會通過及依教育局指引進行(詳見項目 13-非標準項目收費)。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附件三】  

 有關「一人一繩」計劃 

 

致一年級及插班生學生家長： 

 

本校於兩年前開始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主辦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SportACT)」。

此計劃的目標是鼓勵學生多做運動，並按自己的能力訂立適量的運動參與計劃，建立恆

常參與運動的習慣。本校希望透過全校同學參與「一人一繩」的計劃，配合「SportACT」

的推行，培養同學持續進行體育運動的習慣。 

 

本校著重跳繩運動的推行，並將跳繩作為體育科的校本課程，更將跳繩納入體育科

的體適能考試內容。此外，本校於每年的下學期均會舉行「運動挑戰日」，讓全校師生

一同參與跳繩運動。 

 

跳繩是簡單而有效的運動，除可鍛鍊體格、保持體態健美外，也可訓練個人的反應

和耐力。如果連續跳繩 30 分鐘，而強度為每分鐘 60 至 80 次，大概可以消耗 200 至 300

卡路里；而跳繩運動的裝備十分簡單，只需要一條繩子、輕便衣服和一對合適的運動鞋；

跳繩也不需要很大的地方或特別場地，而且參加人數不限，可獨自進行，亦可多人一起

練習。 

 

一、「一人一繩」的活動內容 

1) 體育科老師會預先提示同學帶備繩子，並鼓勵同學在體育課中使用。 

2) 同學可以帶備繩子，在每日的大息時段進行跳繩活動。 

3) 同學亦可以在平日空餘時間進行跳繩活動，培養恆常做運動的習慣，有助 

   強身健體。 

 

二、購置跳繩類型 

1) 短柄花式膠繩 9 呎長 (黑色) 

2) 特點︰繩子質輕，適合作快速轉動的花式和交叉動作。適合初學者及上體育 

   課時使用。 

3) 費用︰每條港幣 15 元正。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家長教師會                      【附件四】 

有關繳交家長教師會會費事宜                  

                              (PTA 通告第 003/2018 號) 

致各位家長會員： 
 

    我們成立的宗旨為促進學校與家長，及家長互相之間的聯繫，並且與學校保持緊密的溝通，令我

們的子女可以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中，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們每年都會為家長及學生舉辦各項活動，包括聖誕聯歡會、新春團拜、親子郊遊樂、親子觀星

活動、親子興趣班及親子講座等。每次的聯歡活動，我們都會準備小禮物或幸運抽獎，務使參加活動

的家長及學生盡興而歸。 
 

    除此之外，我們的義工隊還會為學生提供各項服務，例如在午膳時間協助派飯，及在校運會、學

校旅行等活動中加以支援，令運作更形暢順。 
 

我們還會編印會訊，報導學校近況及提供有用的資訊給家長參考。我們更設立「進步獎」，在學期

結束時頒發獎學金給全學年總平均分進步最多的學生。 
 

    家長的支持是我們工作的動力，因此請繼續支持我們。如  閣下是新生或插班生的家長，我們歡

迎  閣下成為我們的一分子，共同為我們的子女創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主席  黃文偉  謹啟 

                                                                            （秘書劉月嬌代行）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 ------------------ --------------------- ------------------ 

有關繳交家長教師會會費事宜 

(PTA 通告第 003/2018 號) 

【回 條】 

覆可銘學校家長教師會主席黃文偉先生： 
 

    本人將會透過「電子繳費系統」繳交港幣三十元作為 2018-19 學年家長教師會的會費。 
 

 備註： (1)每位家長均為本校家長教師會的會員。 

 (2)家長如需申請豁免繳交會費，請以書面通知本會。 

 (3)請填寫所有在本校就讀子女的資料。 

 (4)繳交會費以家庭為單位，若有多名子女在本校就讀，款項由最高年級的子女的 

  「學生繳費靈賬戶」內扣除。 
 

           班 別 學 生 姓 名 

1）                     (最高年級)     

2）  

3）  

4）  

 

_______班 學生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劉月嬌老師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