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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哩!韓、實實饒噎聲色費各纜、<，.L警裳，
敬后主者:

為減省學生在學校繳費的時間及減少學生攜華大量金錢回校的風險，本校將於二零零七年

五月份開始使用「校園智能咕繳費系統 J 以自動化本校之收費流程。此系統利用「繳費靈」

(PPS)之電話繳費服務，讓家長能透過銀行戶口經電話增值到學生的智能學生證帳戶內，以作

校內繳費用途。以下為有關詳情:

(一)使用智能咕雛費之優點:

1.大大減少學生因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繳費所造成的風險;

2. 家長能更清楚學生於學校的各項繳費詳情及付款狀況;

(家長及學生可隨時登入本校 eClass內聯網查閱學生員長戶的收支紀錄，一目了然。)

3. 學生不能在校外使用咕內金額，確保咕內金額、只作繳付學校費用;

4.100%失咕保障，倘若學生遺失智能啥，別人不可使用咕內金額;

5. 減省學生在學校繳費的時間;

6. r 繳費靈」電話或網上轉帳，方便兼且準確無誤。

(二)智能咕校園雛費流程如下:

1.校方會每月發出[個人繳費通知單]通知學生需要收費的項目及金額，並透過 eClass

App 以推播訊息形式通知家長，以方便家長預先將所需繳交之費用，增值到智能啥帳

戶內;

2. 家長利用「繳費靈」以電話轉帳形式或至IJ OK便利店，把所需金額由銀行戶口增值到學

生的智能咕帳戶;

3. 學生在校拉咕確認繳費;

(備註:學期終結時，學生智能咕員長戶的餘額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此外，學生智能咕

員長戶會於學生離校自寄自動終止，剩餘金額將全數退回給家長。)

(三) PPS帳戶增值之手續費:

1.每次成功轉帳 r 繳費靈 J 公司將收取港幣$2.1作為手續費 ;OK便利店則收取

港幣$3.4。

2. 為減低手續費支出，本校將設定轉脹額最低為$300 ; 
3. 校方每年承擔每位同學兩次轉帳之手續費(合共$4.2)

4 第三次及其後之增值轉帳，家長需自行支付手續費，校方會在智能咕自動扣除手續費。

有關使用繳費靈繳費之詳情，可參考附頁的「智能咕繳費流程圈 J 。如家長現已使用「繳

費靈」電話交費服務，員IJ 無需申請「繳費靈 J 戶口。未有「繳費靈」戶口的家長，請盡快開立

「繳費靈 J 戶口及登記「繳費靈 J 員長單(學校之商戶編號: 9486) 並轉帳港瞥一千元，正於學

生的智能咕帳戶，以便支付學校各項費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校務處 (2464 3638) 與職員聯絡。

Jl:c 至文

責家長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鑫 議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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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盤(曰:智能咕繳費流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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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行扣除

家長戶口的繳

費靈增值金額

(3) 上一個工作天於

7:00p.m. 前的增值資

料會在兩至三個工作

天後傳送到學校伺服

器

(5) 學生在10:00a.m.

後智能卡帳戶增值後

必須拍卡進行繳費

盟鐘 (II): r 繳費靈 J (PPS)聞設員長戶地點

屯門區:

AEON 信貸財務 渣打銀行

一屯門屯1嗔街 1 號屯門市廣場 l 期 JUSCOG002 號舖 一屯門仁政街 26A 富華大廈地下

HKT 專門店 政府水務署

一屯門市廣場 1 期 2 樓 2067 號舖 一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政府合署 7 樓

OK 便利店

屯門兆康苑商場中心店號 104
屯門悅湖商場 53-57 及 81-85 號舖

屯門友愛部愛勇樓地下 105-6 號
屯門海球路 2 號海典軒地下 16-17 號舖

屯門安定你定祥樓 217-8 號
屯門置樂花園商場地下 129 號

屯門富泰商場地下 6 號舖
屯門美樂花園商場 81-82 號地下

屯門寶怡花園 23-23A 舖士也下
屯門翠寧花園地下 12-13 號舖

屯門寶田部寶田商場地下 6 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 213B-213C 號舖

屯門屯利街 1 號草都大i這第 3 層 2B-03 號舖
屯鬥蝴蝶郁熟食市場 13-16 號

屯門大與你商場一樓 54 號
屯 r~ 青萃徑!有光樓高層地下 D 舖

屯門山景部商場 122 號地下
屯門富健花園地下 87 號舖

屯門建生部商場 102 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地下 114 號舖

其他區:請參閱網頁 http://www.ppshk.co恥也kt/prt/web/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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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設員長戶

(只需做

一次)

S21004-3 
「鑑費靈 J (PPS)各項程序

1.從附錄(1)名單中還取最方便的問戶地點 !主立:請選定一組易於記憶的數

2. 聞戶程序 字，每次透過電話進行轉員長

a. 帶備銀行提款咕，到選取地點透過終端 時使用。

機開戶注2:請選定一組易於記憶的數

b. 在終端機邊生及輸入提款咕密碼; 字，每次使用網上進行轉員長

c. 選取文婊戶口(如咕內戶口超於一個)川 時使用。

d. 輸入「五位數字繳費靈密碼 J (註 1) I主立:請妥善保存收攘，自後登記

e. 輸入入位數字密碼(註 2) 其長單時，須輸入

正確認 r繳費靈戶口編號j

g. 取回一張收據，內附

Î. r 繳費靈戶口編號J (註 3)

ii. 選取的文員長戶口號碼及其他資料

登記，員長單 1 1.致電 18013 註 4: 浸信會永隆中學的高戶:編號

(只需做 12. 登記員長單(按叮") 為 "9486"

一次) 13. 輸入「繳費靈戶口編號 J (註 3) 主立:只輸入八位數字學生編
4. 輸入高戶編號一輸入"9486" (註 4) 號(例如 :20111234)

輸入學生編號一在智能咕面的學生編號(詳 5)

繳費程序 11.校方每次進行集體收費時，將發出家長信地主主 a.學生婊戶內的金額不足，

l 知，家長可按學生婊戶內的結存而盤主金( 將引致校務處職員及學生

璽 i 不便，懇請家長配合

2. 學生將於家長信指定日期拍咕確認繳款 b.智能咕不能用於校內小食

3. 如學生員長戶內的金額不足，學生未能成功確! 部及校外購物

認、繳款，家長須於當晚將足夠金額透過「繳

費靈」轉脹至1J 學生脹戶內，望日學生到校務
處拍咕繳款(註 6)

繳費/轉脹 11.致電 18033 主 7:

2. 繳付脹單(按" 1 ") 
3. 輸入「五位數字繳費靈密碼 J (註 1)

l 輸入叫號一輸入呦，但 4)
輸入學生編號一在智能咕面的學生編號(註 5)i

5. 輸入繳付金額(註 7) 一金額將轉員長至1J 學生員長

戶內

6. 確認(按刊 1 ") 
7. 記下繳款編號，以使日後查詢 i 
(如未能肯定是否成功轉脹，可致電 ; 

18013 '按"2"並輸入繳款編號，即可確定) I 

奎聞學生 11.登入 E-Class 網站:
員長戶

2. 按以下步驟查看戶口結存及其己錄:

a. 選擇“我的智能卡紀錄"

b. 選擇“學校紀錄鬥

c. 選擇“戶口結存及紀錄"
d. 顯示“戶口結存及紀錄"視窗

e. 單嘿體體體騙晶晶晶晶騙鸝臀讀

主苦體質

還三豆豆豆〉
鐘轍費品缸，

乏歹增t直挖掉

貝長戶梅止!撮戶將於學生離校時終止，剩餘金額將退回給家長

基於每次轉脹 r 繳費

靈 J 公司將收取港幣$2.1

作為手續費，為減低手續
費支出，本校將設定轉脹

額最低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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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手奈
敬覆者: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校園智能咕繳費系統」事宜，並將於九月八日或之前轉帳盎笠二主

主於學生的智能咕帳戶，以便支付各項費用。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牙IJ : 旗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二一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