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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 2020-2021年度第 A010號 

有關電子繳費系統事宜 
敬啟者： 
  

為方便家長繳交學校費用及減低學生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的風險，部份學校費用會透過「繳

費靈(PPS)」電子繳費服務收取。家長可把款項透過「繳費靈」系統為學生繳費戶口增值，

以作校內繳費用途。 
 

使用「繳費靈」系統詳情： 

1. 本校繳費靈編號及名稱︰6413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顯徑) 

2. 學生戶口號碼為七位數字的學生編號 (不是學生出世紙號碼)。 

3. 學校如有收費，會如常發出收費通告，並於通告中註明從學生繳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的日期，

請家長確保戶口有足夠結餘以供扣除款項之用。學年結束時，學生戶口結餘會隨學生升班，

留待下一年使用。學生離校時，戶口餘款會退回給家長。 

4. 「繳費靈」系統只用作收取簿冊費、活動車費、家教會會費等款項。其他收費，如購買書

本、午膳、週六收費活動等，則仍舊依服務供應商的要求收費程序處理。 

5. 學生的繳費情況及結餘可在 E-Class Parent App內查閱。但家長經繳費靈為學生戶口存

款後，需要最少三個工作天才可在 E-Class Parent App內查閱學生最新存款結餘。 

6. 以下是學校上年度(2018-2019年度)的上學期收費情況，以供家長參考本年度應存款項。 
 

 
           班級 

繳款項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簿冊費(上學期) $334 $285 $291 $329 $330 $333 

2. 學校旅行 $43 $43 $43 $43 $43 $43 

3. 參觀活動及運動會(全年) $27 $46 $59 $62 $156 $98 

4. 家教會會費 $30 $30 $30 $30 $30 $30 

5. 家長存摺(自願參與) $20 $20 $20 $20 $20 $20 

6. 心理質素評估(個別學生) / / $40 $40 $40 $40 

款項總額 $454 $524 $483 $524 $619 $564 

7. 如未開立「繳費靈」戶口之家長，煩請 閣下攜同銀行提款卡到「繳費靈終端機」申請辦理。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劉愛民） 

 (負責老師：李慧苑副校長、郭建輝老師)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以上款項只作參考，因每次存入款項，繳費靈公司均會扣取存款中的$2.2 作行政費， 

故提議家長一次過存入一筆款項供多次扣款之用。 



 
 

 

 

 

 

 

 

 

 

1.開立繳費靈戶口 

1. 到 OK便利店或電訊盈科專門店內的繳費靈終端機開立戶口。(繳費靈終端機位置可參閱

附頁，或登上 www.ppshk.com 網站查閱。) 

2. 在終端機上按 ‘1’ 開立戶口 

3. 將提款卡掃過讀卡槽 

4. 選擇銀行戶口 (如需要) 

5. 輸入提款卡密碼 

6. 輸入自訂的 5 位數字 PPS 電話密碼 

7. 重按 5 位數字 PPS 電話密碼 

(如不需使用網上繳費服務，則可直接進入步驟９) 

8. 輸入自訂的８位 PPS 網上密碼 

9. 重按８位 PPS網上密碼 

10. 緊記取回及保留印有 PPS 戶口號碼收據 

 

 

2.登記學校賬戶 

(方法一) 電話登記 

1. 用電話致電 『 18013 』 

2. 按 1 登記賬單 

3. 輸入閣下「繳費靈戶口號碼」再按#字 

4. 輸入商戶編號，再按#字 

(本校繳費靈編號及名稱︰6413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顯徑) 

5. 輸入賬單編號 (即學生註冊編號，由 7位數字組成，與學生電腦登入名稱相同。例：

1208888 ) 

6. 完成登記 

繳款前請留意以下三個情況： 

A. 已開設 PPS 戶口，已登記學校及學生賬戶(上年度曾用 PPS 繳款的在學學

生)，只須進行第三步驟過賬到學生戶口。 

B. 已開設 PPS 戶口，但未登記學校及學生賬戶，請進行第二步驟登記學校及

學生賬戶，及進行第三步驟過賬到學生戶口。 

C. 未開設 PPS 戶口，須進行以下三個步驟過賬款項到學生戶口。 



 

(方法二) 網上登記 

1. 往繳費靈網站，網址 www.ppshk.com 

2. 按登入，再輸入閣下的 PPS的戶口號碼及網上密碼 (8位數字) 

 

 

 

 

3. 輸入商戶編號(本校繳費靈編號及名稱︰6413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顯徑) 

4. 輸入學生賬號，(即學生註冊編號，由 7位數字組成，與學生學校登入電腦的名稱相同。 

  例：1208888 ) 

 

 

 

 

 

 

 
5. 按確認完成 

3.繳款步驟 

(方法一)電話繳款 

1. 致電 18033 

2. 輸入 5位數字 PPS的戶口密碼 

3. 輸入學校商戶編號，再按#字 

4. 輸入學生賬號，(即學生註冊編號，由 7位數字組成，與學生學校登入電腦的名稱相同。 

  例：1208888 ) 

5. 輸入繳付金額 

6. 每個學生有獨立的賬號，如有其他子女的繳款，請重複第 4-5 步。 

7. 緊記記錄 PPS 6位付款編號，再記下繳付日期及金額，方便日後查詢。 

   每名子女均須登記賬號一次，請重複第 4-5 步。 

 

(方法二)網上繳款 

1. 往繳費靈網站，網址 www.ppshk.com 

2. 按登入，再輸入閣下的 PPS的戶口號碼及網上密碼 (8位數字) 

3. 登記學生賬戶，(即學生註冊編號，由 7位數字組成，與學生學校登入電腦的名稱相同。 

  例：1208888 ) 

4. 選按學生賬戶，並輸入金額 

5. 每名子女均須登記賬號一次，請重複第 3-5 步。 

6. 緊記記錄 PPS 付款編號，再記下繳付日期及金額，方便日後查詢。 



 

繳費靈終端機位置(沙田區) 
 

OK便利店 

1. 沙田乙明邨明耀樓地下7-9號 

2. 沙田小瀝源安平街2號利豐中心地下 

3. 沙田山尾街19-25號宇宙工業中心地下I號單位 

4. 沙田新翠邨商場地下6號 

5. 沙田田心街10-18號雲疊花園地下10A-C,19A號舖 

6. 沙田置富第一城地下G1號舖 

7. 沙田置富第一城樂薈地下33及89號舖 

8. 大圍火車站大堂30號舖 

9. 火炭禾寮坑路2至16號安盛工業大廈地下B部份 

10. 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中心22號 

11. 馬鞍山耀安邨耀安商場116號舖 

12. 馬鞍山錦泰苑錦泰商場地下2號舖 

13. 馬鞍山錦英苑商場中心低層地下2號 

14. 馬鞍山頌安街頌安商場1號舖 

15. 沙田白石角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1號1座地下5-8號舖 

16. 沙田大圍道55-65號及積輝街14-18號金禧花園地下6號舖 

17. 沙田美田村美全樓地下 2 號舖 

 

HKT專門店及客戶中心 

1. 沙田小瀝源路16-18號元洲角電話機房4樓 

2. 沙田橫壆街2-16號沙田中心商場3樓1號舖 

3. 沙田新城市中心廣場2座17樓1720-21室 

 

領展 

1.  沙角商場-沙田沙角街5號二樓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1. 馬鞍山廣場2樓205-206舖 

 

家長可瀏覽繳費靈網頁了解更多開啟繳費靈服務及使用詳情。 

http://www.pps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