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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E、P17 號(二一至二二) 

 

敬啟者： 

2021/2022 習作簿及其他雜項收費 

 

本學年各類收費如下： 

 

(A) 套裝簿費： 

 

為方便學生及省減行政程序，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均須購買套裝簿冊及學生手冊;中六級

學生則只須購買學生手冊。敬請注意以下事項： 

 

1. 因應課堂需要，學校於 1/9/2021(三)已派發套裝簿冊及學生手冊； 

2. 中六學生如需購買簿冊，可於 3/9/2021(五)開始自行到圖書館購買。 

 

習作簿售價及數量 

級別 

簿類   數量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單價($) 

 單行紙 E0001       25 25 0.1/張 

 原稿紙 E0003           0.1/張 

 單行簿 A0001 13 13 13 5 5 1 

 數學簿 A0002 5 5 8 7 7 2.1 

 單行活頁簿 A0003           2.1 

 理科簿 A0006           2.1 

 圖表簿 A0007           2.1 

 原稿簿 C0004 2         1.2 

 默書簿 C0010 1 1 1 1 1 1.9 

 中文作文簿 C0011B 1 1 1 1 1 2 

簿費合共： 29.8 27.4 33.7 26.1 26.1  

 
(B) 校徽及校呔價目： 

(如有需要，學生可於 3/9/2021 開始到圖書館購買)： 
 

校徽(夏季)：每個 $4.00 

校呔(冬季)：每條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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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雜項收費： 
                                   級別 

         內容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  堂費 --- --- --- 340 340 340 

2  考試費 40 40 55 60 80 65 

3  學生會費 40 --- --- --- --- --- 

4  家長教師會年費 70 70 70 70 70 70 

5  學生手冊 28 28 28 28 28 28 

6  公教報 16.5 16.5 16.5 16.5 16.5 5.5 

7  宗德科：  

(a) 文件夾 0.8 0.8 0.8 0.8 0.8 0.8 

(b) 詠讚 10.8 --- --- --- --- --- 

8  生活與社會/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a) 校本教材油印費 30 30 30 30 30 --- 

(b) 經濟日報 - 通 Six 雙周刋 --- --- --- --- 115 64 

(c) 新標準評核模擬試 --- --- --- --- --- 175 

(d) 筆記簿 15 15 15 15 15 --- 

(e) 文件夾 15 15 15 15 15 10 

9  視藝科：  

(a) 視藝科用具套裝 150 --- --- --- --- --- 

(b) 視藝材料 30 30 30 3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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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a) HKDSE 先修班─讀文言‧學文化 

(第二版，精簡版) 樂思出版社 

74 74 74 --- --- --- 

(b) 語文運用工作紙、校本暑期作業及單元資

料冊 

35 35 35 35 --- --- 

(c)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練習簿 5 5 5 --- --- --- 

(d) 《趣味學古文》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54.4 --- --- --- --- --- 

(e) DSE 考試系列─中文科閱讀能力(白話及文

言)應試訓練(進階篇)(第三版)樂思出版社 

--- --- --- 105 --- --- 

(f) 樂思初中文言文進階訓練(升級版) 

樂思出版社 

--- --- --- 64 --- --- 

(g) A4 文件夾 4 4 4 4 4 7 

(h) 智愛中文平台 6 --- --- --- --- --- 

11  

 

 

 

 

英文科：  

(a) 講義 50 50 50 50 50 50 

(b) 暑期作業 30 30 30 --- --- --- 

(c) 筆記簿及文件夾 20 20 20 20 20 20 

(d) 網上練習 51 51 51 51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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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a) 數學筆記簿 10 10 10 10 10 10 

(b) 工作紙 60 60 60 60 60 --- 

(c) 暑期作業 25 25 25 25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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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內容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d) 英語延展活動小冊子 8 8 8 --- --- --- 

(e) TSA 歷屆試題集 --- --- 50 --- --- --- 

(f) 教城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 --- --- 36 36 36 

(g) DSE 數學參考 --- --- --- --- 120 120 

(h) DSE 模擬試題 --- --- --- --- --- 100 

13  (a) 中一級歷史科作業(一上及一下) (齡記) 136 --- --- --- --- --- 

(b) 中二級歷史科作業(二上及二下) (齡記) --- 149 --- --- --- --- 

(c) 歷史科文件夾 --- --- 0.6 --- --- --- 

14  普通電腦科(電子書及實體書) 

出版社: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a-f) 

 

(a) 明德電腦-資訊科技與社會(2018 版本) 60 --- --- --- --- --- 

(b) 明德電腦-電腦系統(2018 版本) 61 --- --- --- --- --- 

(c) ICT 新世代-編程入門 II：Scratch 

(2019 版本) 

61 --- --- --- --- --- 

(d) ICT 新世代-3D 科技：建模、打印、 

AR、VR  (2020 版本) 

--- 68 --- --- --- --- 

(e) 明德電腦-電腦網絡 (2020 版本)  --- --- 54 --- --- --- 

(f) ICT 新世代- App 開發與設計：App 

Inventor 2(2018 版本)   

--- --- 64 --- --- --- 

(g) ICT 新世代-STEM 編程： 

mBlock (2020 版本) 

--- --- 64    

(h) Micro:bit 微型電腦電路板 13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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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a) E-CLASS 活動紀錄戶口 60 --- --- --- --- --- 

(b) 體驗活動日 因疫情關係，活動待定，如需收費，將另發家長通告 

16  中一級成長營 因疫情關係，活動待定，如需收費，將另發家長通告 

17  

 

(a) 中一至中三級我的溫習計劃紀錄冊 3.4 3.4 3.4 --- --- --- 

(b) 中一至中六級跨課程語文學習手冊 6.8 6.8 6.8 6.8 6.8 6.8 

18  班主任課：我的成長記錄 20 20 20 20 20 --- 

19  學生智能咭及學生相 22 22 22 22 22 22 

20  「E-CLASS APP」手機應用程式年費 24 24 24 24 24 24 

21  校呔 20 --- --- --- --- --- 

22  特定用途收費(學會學生活動) 因疫情關係，活動待定，如需收費，將另發家長通告 

 

合計 1487.7 910.5 941.1 1138.1 1214.1 1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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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高中(中四至中六級)學費免費及向高中學生收取堂費： 

2. 教育局在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局批准學校向高中學生收取每

年$340.00 堂費，俾能積極地因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3. 考試費：每年考試時用的紙張、校簿及油印費用。 

4. 家長教師會年費：所有學生家長為基本會員。年費主要用於各項活動、學生獎學金等，學

校只代家長教師會收取。 

5. 公教報、文件夾及詠讚：宗教及道德教育科教材之一。 

6. E-CLASS活動紀錄戶口：適用於所有中一新生及插班生。 

7. 學生智能咭及學生相：適用於所有學生。製作學生智能咭及每名學生會獲得照片 12 張，其

中學校會收取 4 張作行政用途。 

 

本校套裝簿費(A)及雜費(C)雜項收費第(1)至(22)均採用電子繳費系統AlipayHK「支付寶

香港」收費，校方基本上不會處理支票及現金之交收，希望可以使繳費程序更加簡易，以便利

家長繳費及學校行政。本校之電子繳費系統已於 2021年9月1日(星期三)開始運作(操作指引見

附件一至三)，請家長於2021年9月13日(一)或之前繳費。假如家長對繳費方式有任何疑問，請致

電2320 3594向校務處謝小姐查詢。 

 

此致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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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回條 

(請於 13/9/2021 或以前於網上簽署電子回條及繳費)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E、P17 號(二一至二二)有關 2021/2022 習作簿及其他雜項收費的事宜。 

此覆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學號：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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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有關下載和安裝E-CLASS App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家長版)方法，步驟如下： 

(A) 下載 E-CLASS App  

(I) Android 智能手機： 

從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 Android 版本 

使用你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Play 商店下載並安裝 E-CLASS App； 

(II) iPhone 智能手機： 

從 iTunes App Store 下載 iPhone 版本 

  使用你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iTunes App Store 下載並安裝 E-CLASS App； 
 

(B) 登入 E-CLASS App 

(I) 開啓 E-CLASS App，輸入以下資料： 

一、 學校名稱：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Choi Hung Estat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二、 家長登入名稱：小楷“p” + 學生註冊編號    

例：學生註冊編號=81230，家長登入帳戶即= p81230 

密碼：學生的身分證號碼頭六個字，包括頭一個英文字母  

如第一個是英文字母，請使用大楷英文字母，例：Z12345 

(II) 登入後，E-CLASS App 會顯示「我的帳戶」頁面，列出 貴子弟的帳戶資料，包

括姓名、班別、學號。 

(III) 登入程序順利完成後，以後進入 E-CLASS App 時無需再次輸入登入名稱或密碼。 

(IV) 家長可於 9 月 1 日(星期三)開始使用上述應用程式。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320 
3594 向校務處查詢。 

(二) 電子付款系統繳費流程： 

學校以「電子繳費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項目、金額及轉賬日期。 家長查看學生

賬戶是否有足夠金額繳交費用，若不足夠，請在通告所示的轉賬日期前把所需金額增值到

學生賬戶內。 

 
家長於繳費通告所示轉賬日期， 透過手機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或登入學校內聯網() 

進行電子簽署，系統會直接從學生賬戶內進行轉賬，以完成繳費手續。[詳情請參閱附件] 

有關簽署電子繳費通告程序可參考以下網上影片(1:11-2:47)： 

 
 
 
 

                 https://youtu.be/-Y0oGMUqK_Y 

 
 
 
 
 
 
 
 
 
 
 
 

 

  

https://youtu.be/-Y0oGMUqK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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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使用AlipayHK「支付寶香港」增值學生智能卡戶口常見問題 

 
1. 如何註冊? 

答：用手機號碼註冊即可體驗電子支付：(i) 打開AlipayHK App，按【新用戶註冊】，輸入手機
號碼，再按【註冊】(ii) 透過手機短訊(SMS) 接收註冊驗証碼，然後於AlipayHK app 內輸入驗
証碼即可完成註冊。 

 

2. 用手機號碼註冊有限制嗎? 

答：主要有兩個限制：(i) 不適用於已註冊過AlipayHK 賬戶的號碼(ii) 一個香港電話號碼只可
以註冊一個AlipayHK 賬戶，如果顯示「被佔用」就代表該號碼已被註冊過，建議換另一號碼/ 回
註冊過的賬戶資料再嘗試。 

 

3. 電話註冊過支付寶中國賬戶，可否開AlipayHK 賬戶? 

答：可以。你可以直接用支付寶中國賬戶及密碼，按【登入】後填寫香港電話號碼，再按【立
即激活】，即能成功登記AlipayHK 賬戶。 

 

4. 電話註冊過支付寶中國賬戶，可否開AlipayHK 賬戶? 

答：可以。你可以直接用支付寶中國賬戶及密碼，按【登入】後填寫香港電話號碼，再按【立
即激活】，即能成功登記AlipayHK 賬戶。 

 

5. 曾在淘寶註冊過AlipayHK 賬戶，可否直接登入? 

答：可以，有兩個方式登入：(i) 如手機已安裝淘寶App，即可於AlipayHK App 按【淘寶用戶快
速登入】後按頁面提示操作(ii) 如果並未安裝淘寶App，即可於AlipayHK App 按【其他登入方
式】，用淘寶賬號及密碼登入。你亦可以直接經淘寶賬號所對應的支付寶中國賬戶及密碼登入。 

 

6. 是否必須要認證身份? 

答：為方便大家體驗電子支付，普通用戶用電話號碼登記則可做日常交易，如果想得到更全面
的功能才需要應監管需求提供相應個人資料。AlipayHK 除受香港私隱保護條例管制外，亦會經
過加密處理防止資料被盜用，確保用戶資料安全。 

 

7. 如何設定支付密碼? 

答：成立AlipayHK 賬戶時系統會自動帶領用戶設定支付密碼，如果用戶忘記密碼，則可以嘗試
以下方法： 按【我的】-【設置】-【密碼設置】，新密碼重設成功後會立即生效。 

溫馨提示：AlipayHK 的登入密碼與支付密碼並不相同，敬請注意。 

 

8. 如何更改密碼? 

答：按【我的】－【設置】－【密碼設置】，選擇需要重設的密碼類型，然後按頁面提示操作。
如果你忘記原有支付密碼，請按賬戶的認證狀態上傳不同的憑證，人工審核通過後會為你重設

支付密碼。 

溫馨提示：AlipayHK 的登入密碼與支付密碼並不相同，敬請注意 

 

9. 港幣餘額支付金額限制 

答：如你未上傳證件認證，單筆消費額度為HK$ 3,000，年消費額度為HK$ 25,000； 如你已完
成中級認證，單筆消費額度為HK$ 5,000，年消費額度為HK$ 100,000； 如你已完成高級認證，
單筆消費限額不限，年消費限額亦不限。 

 

有關 AlipayHK 的使用問題，可致電 2245 3201 (星期一至星期日，9:00am - 9: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