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 長 通 知 書    第 P320/14 號 

敬啟者： 

  本校已全面使用智能卡繳費系統以方便家長於年中繳付各類費用，此舉不僅可減少現金交

易，避免學生因遺失錢包而帶來經濟損失，亦減輕了班主任的行政負擔；教師毋須再為找續、

計算款項而花上寶貴的教學時間。 

貴子弟的智能學生證有別於『八達通』咭，因它只能在校內作轉賬之用，免除智能卡戶口內

的存款被盜用的風險。家長亦可透過互聯網查閱子女戶口詳細的增值、繳費和結存紀錄，一目

了然。 

請  貴家長於八月二十五日前開設繳費聆戶口，並在戶口內登記本校之商戶編號: 9622 及

有關繳費賬單號碼(細節請參閱附錄)。成功開立戶口後，請於開學前確保  貴子弟的戶口已有

足夠存款(建議先存入$1,500)，以應付學期初較大量的收費項目。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427 1644 與尹世澤老師聯絡，或透過本校網頁了解有關詳情。敬謝

垂注。 

  此致 

學生家長 

校長 文靜芬      謹啟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回 條                       第 P320/14 號  

敬覆者：對於貴校使用智能卡繳費系統之安排及戶口登記詳情，本人業已知悉，並會在限期

前辦妥有關手續。 

  此覆 

貴校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二○一五年七月     日 



附錄一 

開立繳費靈戶口及存入款項方法 

步驟 1：開立繳費靈戶口 
方法： 只須帶同提款卡或具備提款功能之信用卡，到就近的繳費靈終端機(OK 便利店)，按指

示設立便可。 

1. 選擇開立戶口  

2. 將提款卡掃過讀卡槽 

3. 選擇銀行戶口 

4. 輸入提款卡個人密碼 

5. 輸入自選的 5 位繳費靈電話密碼。重按繳費靈電話密碼以作確認 

6. 輸入手提電話及自選的 8 位繳費靈網上密碼。重按繳費靈網上密碼以作確認 

7. 取回印有繳費靈戶口號碼收據 

 

步驟 2：登記及繳付賬單 
方法 1：以電話登記及繳付賬單 

 

1. 致電 18011(英文)或 18013(中文) 

2. 按 "1" 字登記賬單 

3. 輸入繳費靈戶口號碼 

4. 輸入商戶編號 (本校為 9622) 

5. 輸入賬單號碼: 賬單號碼 = 學生編號( 例如 yy115999 ;只需輸入數字 115999 )

 

              登記賬單後再以電話繳付 賬單(等同於為戶口增值)  

 

1. 致電 18031(英文)/18033(中文) 

2. 輸入繳費靈電話密碼 

3. 輸入商戶編號 (本校為 9622) 

4. 輸入繳費賬單號碼 (繳費賬單號碼 = 學生編號) 

5. 輸入繳付金額 (本校預設為增值金額，建議先增值 1500 元) 

6. 按 "1" 以確定繳費或按 "8" 字輸入預設繳付日期 

7. 聆聽付款編號或預設付款指示編號 

 

 

 

 

 

 

 



方法 2：在網上登記及繳付賬單 

 

1. 登入繳費靈網址 ( http://www.ppshk.com ) 

2. 輸入 繳費靈戶口號碼 及 8 位繳費靈網上密碼 登入 

3. 按「登記賬單」 

4. 選擇商戶編號 : 本校為 9622 

5. 輸入賬單號碼 : 賬單號碼 = 學生編號( 例如 yy115999 ; 只需輸入數字 115999) 

6. 設立賬單別名(自選) 

7. 輸入「一次有效密碼」作雙重認證，以確認登記指定商戶的賬單 

8. 從「繳付賬單」選擇賬單 

9. 按「繳款」 

10. 輸入繳付金額 (本校預設為增值金額，建議先增值 1500 元) 

11. 現在繳付，按「繼續進行」 

12. 查核輸入之資料後按「繳款」確定交易，及記錄付款編號 

 

   註：若想詳細了解辦理方法，可參閱有關網址 ( http://www.ppshk.com )       

 

 

 

 

 

 

 
 

(一) 現金存放(不建議使用) 

家長若無法透過繳費靈繳交金額，可直接到本校校務處辦理。由於涉及金額頗多(每次金額應不

少於 500 元)，家長不應交由學生辦理。 

 

網上繳費樣版 



附錄二 

互聯網查閱子女的出席及繳費情況的方法 

 

本校資訊教育組已為本校所有學生的家長開設內聯網戶口，好讓閣下能更方便得悉 貴子弟的學

習情況。 

功能包括： 免費電郵戶口 

家長手冊 

學生(貴子弟)記錄：包括考勤、家課、繳費、活動等 

學校通告 

 

閣下之戶口詳列如下： 

登入網址： http://eclass.yy1.edu.hk 

登入名稱： pyy1xxxxx  ( p + 貴子弟之學生証編號 ) 

登入密碼： pyy1xxxxx  (貴子弟之學生証編號) 

例： 假設貴子弟之學生証編號是：yy115999 

閣下的戶口登入名稱便是：pyy115999 

閣下的戶口登入密碼便是：pyy115999 

 

溫馨提示 

 

閣下之戶口內藏私人資

料，敬希能妥善地運用

及維護；收妥後請立即

更改密碼。 



附錄三     

學生智能卡繳費系統 (常見問題) 

1. 學校附近是否有申請 PPS 的地方？ 

 

OK 便利店 葵涌安蔭邨安蔭商場 1 號舖 
葵涌景荔徑 8 號盈暉薈地下 G-04 號舖 
葵涌盛芳街 15 號運芳洋樓地下 2 號舖 
葵涌石蔭東邨蔭興樓 1 及 2 號舖 
葵涌貨櫃碼頭亞洲貨運大廈第三期 A 座 7 樓 
葵涌貨櫃碼頭路 71-81 號豐裕中心地下 B1 號舖 
葵涌葵涌邨第一期秋葵樓地下 6 號舖 
梨木樹邨梨木樹商場 LG1 號舖 
青衣青華苑停車場地下 1 號舖 
葵涌華星街 1-7 號美華工業大廈地下 B 號單位 
青衣青衣村一期停車場大廈地下 6 號 
葵涌青山公路 456-458 號葵豐樓地下 A1 號舖 
青衣擔桿山路 6 號長發廣場地下 134 號舖 
葵涌安蔭邨安蔭商場 1 號舖 
葵涌景荔徑 8 號盈暉薈地下 G-04 號舖 

 

2. 使用 PPS 繳費是否需要支付行政費用？ 

 

是。每次經電話或互聯網成功繳費，「繳費靈」公司均會收取港幣 $2.0 作為行政費用。為鼓

勵家長使用智能卡繳費系統，學校每年會代為繳交兩次交易行政費用(上下學期各一次)；其

後每次交易的手續費將由家長自行支付，校方會直接在智能卡系統扣除（例如:家長於同一個

學年內第三次於繳費靈系統存入港幣$500，學生智能卡户口只會顯示增值港幣$498）。因此，

本校建議家長每年只以繳費靈系統增值兩次（建議上下學期各一次，首次入賬需於學校開課

前先行繳付），而每次增值金額應足夠一個學期使用。 

 

3. 本人若有兩名子女於 貴校就讀，需要登記多少次賬單? 

 

兩次。家長只需開立一個 PPS 户口，但登記賬單的步驟則需要做兩次，因為每名子女也各有

一個獨立的學生繳費編號，而繳交費用亦需分開進行。如此類推。 

 

4. 本人已經透過 PPS 系統完成繳費程序，但為何戶口沒有顯示增值紀錄？ 

 

上一個工作天晚上七時前的繳費資料將會於下一個工作天傳送至學校伺服器，學校每日會於

上午十時前把所需金額由銀行戶口增值到學生的智能卡賬戶，學生可於上午十一時後在學校

以拍卡方式確認繳費。 

 

 

5. 本人若忘記繳費靈户口號碼，應該怎麼辦? 

 

家長可帶備提款卡到繳費靈終端機覆查戶口號碼並保留有關收據。 



 

6. 如何確保智能卡持有人之款項於任何情況下亦不會被盜用？ 

 

智能卡內只有學生的密碼，並不存有現金，別人是不能使用該咭去繳交其他人費用的。 

 

7. 本人是否可以用現金代替使用 PPS 系統替本人子女的智能卡戶口增值？ 

 

是。但因學生攜帶大量現金回校存在一定風險，有機會遺失金錢，本校並不鼓勵。若家長必

須以現金代替使用 PPS 系統替子女的智能卡增值，家長可親臨本校校務處辦理。若家長未能

到校辦理而需要子女代辦，須於 貴子女的手冊內紀錄有關事項並詳述原因，由 貴子女將

款項交給班主任，再由班主任處理有關增值事宜。 

 

8. 本人如何知悉子女已經繳交有關活動費用？ 

 

家長使用繳費靈替學生智能卡增值，不會自動繳付學生的活動費用。學生需要利用智能卡閱

讀器拍卡確認繳費才作完成。校方會於圖書館內設置一部智能卡閱讀器，學生可於小息、午

膳或放學後自行拍卡繳費，螢幕上會顯示學生姓名、班別、班號、已繳交費用和餘額。如果

在「已繳交項目」有顯示，即表示已成功繳交所顯示的費用，智能卡賬戶亦同時會扣除有關

款項的金額。家長可透過內聯網 eclass 户口，查閱 貴子女的户口結餘及交易紀錄。詳細使

用方法可參閱本校網頁。 

 

9. 若本人的子女同一時間有兩個繳費項目，是否需要拍卡兩次? 

 

不需要。只要 智能卡戶口內有足夠款項，拍卡一次就能繳付所有應繳項目。 

 

10. 若本人子女中途退學，户口餘額會如何處理？ 

 

當學生畢業或退學時校方會自動終止學生智能卡的賬戶，家長可選擇： 

 將餘款捐贈給本校家長教師會； 

 轉給其他在學校就讀的子女戶口； 

 透過自動轉賬形式全數退回金額，惟家長須於通知書上提供入賬銀行名稱、賬户號碼

及附上銀行存摺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