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8-2019 年度 電子繳費系統流程及使用說明 (詳細版)
1. 推行目的






減少因教師收取費用而浪費學生學習的時間
避免學生遺失金錢
繳費記錄清楚
家長可透過電話、網上或便利店繳費
方便簡易

2. 電子繳費推行日程
項目

預計推行日期

過渡時期
(除上學期雜費外，其他交費仍須以現金交費)

2018-2019 上學期

派發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雜費通告及
學生個人電子繳費條碼
(該項上學期雜費須以電子繳費方式交費，不接受現金交費)
家長可開始進行增值(參考雜費通告上的金額)
舉行電子繳費家長簡介會

2018 年 10 月 19 日
2018 年 10 月 19 日起
2018 年 10 月 24 日
(家校茶聚時段)

家長必須於限期前完成第一次電子繳費，
以繳交上學期雜費

2018 年 11 月 2 日前

檢討及全面實際推行電子繳費

2018-2019 下學期

3. 電子繳費運作程序





為了減少對家長的影響，本校只會於上學期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全校性學生電子繳
費事宜。
本年度使用電子繳費系統所徵收費用的項目，並不包括午膳費用、校服費用、書簿
費用及課外活動費用。
校方會以通告(電子繳費)的形式通知家長每個學期將要收費的項目及大約金額。
屆時請家長於通告所指示的限期前，以電子繳費形式增值校方所建議的最少金額至
學生的 eClass 電子帳戶。(如下圖)
注意：
由於每學期收費不同，故以雜費通告上的建議最少增值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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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增值建議
 學校建議家長每一學期增值時均全數增值在通告上學校建議的增值金額，以繳交
全校性收費項目。
 不建議家長分開多次增值，以盡量減少增值手續費的產生。
注意：
如家長有兩位或以上的子女在本校就讀，便需要分別增值至各子女的 eClass
個人帳戶中，切勿一併將款項總額增值至同一名學生帳戶中。

3.2

全校性學生費用付款的處理



學校會在指定日期，一次過將學生 eClass 電子帳戶內的餘額進行付款程序。
如果學生 eClass 電子帳戶內餘額不足，則無法完成付款程序，學校會盡快通知
家長增值。

3.3 有關學生 eClass 電子帳戶餘額的處理


家長可透過 eClass 內聯網或 eClass Parent 手機 APP，隨時查閱學生戶口結餘、
繳費記錄或其他詳情。



下學期終結時，學生 eClass 電子帳戶的餘款會保留至新學年使用，不設利息。



直至學生退學或畢業時，學生 eClass 電子帳戶才會自動終止運作。



學生畢業時，剩餘金額將全數一次過透過支票或現金退還給家長，或家長可選
擇將剩餘金額資助有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活動，屆時請留意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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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繳費方法
電子繳費方法(增值)共有以下兩種：

(1) 使用繳費條碼到便利店增值 (流程撮要見 P.4)
 無須開設任何繳費靈戶口
 憑繳費條碼到便利店繳費增值即可

手續費：$3.4(每次增值)

(2) 使用 PPS 繳費靈服務增值 (流程撮要見 P.4)
如家長已開設「繳費靈(PPS)」戶口：
 先登記本校帳單(本校 PPS 之商戶編號：6433)
 然後透過 PPS 繳費靈網上繳費服務增值即可
手續費：$2.2(每次增值)

4.1 有關每次增值的手續費



家長每一次增值時所須付的手續費($2.2 或$3.4)，並非由本校收取。
每一次增值，易辦事公司均會收取$2.2 或$3.4 的行政手續費，視乎家長所採用的增
值方法為 PPS 服務抑或繳費條碼。

4.2 電子繳費處境分析
例子 1.
增值後的餘額：
 上學期 9 月，家長陳太使用條碼繳費為兒子的學生帳戶增值 $200，由於家長每次
透過條碼增值須自行承擔增值手續費$3.4，則帳戶在扣除手續費後，eClass 顯示
的餘額將會為港幣$196.6。
例子 2.
非全校性收費：
 李先生女兒 10 月自行報名參加課外活動中樂樂器班，活動費用為$600，李先生檢
查女兒學生帳戶餘額只有$0，當李先生到 OK 便利店透過條碼繳費為女兒繳交
$600 中樂樂器班活動費用時，連增值手續費$3.4 則合共要增值$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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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子繳費流程
5.1 如家長希望使用繳費條碼增值，而不考慮使用 PPS 繳費靈服務
 教學詳見 P.5






流程撮要：
本校已為每位學生印製兩張一式一樣的個人繳費條碼，一張已隨雜費通告附上，另
一張已張貼於學生手冊 P.82 上
家長憑個人繳費條碼，並按建議最低增值金額，到 OK 便利店增值即可(建議家長保
留收據)
同時本校亦建議家長登入本校手機通訊程式 eClass Parent App，於「即時訊息」中
下載學生個人繳費條碼圖片(與貼紙一樣)，以方便家長往後直接憑手機上的繳費條
碼到便利店增值
完成增值後，可於 2-3 個工作天後到 eClass 內聯網或到 eClass Parent 手機 APP 中，
查閱學生 eClass 戶口增值後的餘額(每次增值後，eClass 系統並不會即時更新餘額)
注意：
如家長有兩位或以上的子女在本校就讀，便需要分別增值至各子女的 eClass
個人帳戶中，切勿一併將款項總額增值至同一名學生帳戶中。

5.2 如家長希望使用 PPS 繳費靈服務，但現時未有 PPS 繳費靈戶口
 教學詳見 P.6 – P.8




流程撮要：
攜同本地銀行的提款卡，透過本校校務處或指定 OK 便利店的 PPS 終端機開戶。
下載及登入 PPS 繳費靈手機 APP。
然後繼續 5.3 的步驟

5.3 如家長希望使用 PPS 繳費靈服務，並已經開設 PPS 繳費靈戶口
 教學詳見 P.9 – P.12





流程撮要：
透過 PPS 繳費靈手機 APP，登記本校帳單 (本校的 PPS 商戶編號：6433)
賬單號碼欄位中輸入學生的 eClass 帳戶號碼
輸入通告上所建議最低增值金額，以完成增值
完成增值後，可於 2-3 個工作天後到 eClass 內聯網或到 eClass Parent 手機 APP 中，
查閱學生 eClass 戶口增值後的餘額(每次增值後，eClass 系統並不會即時更新餘額)
注意：
如家長有兩位或以上的子女在本校就讀，便需要分別增值至各子女的 eClass
個人帳戶中，切勿一併將款項總額增值至同一名學生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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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子繳費詳細教學
6.1

使用繳費條碼到便利店增值 (適用於不希望使用 PPS 繳費靈的家長)



校方每個學期所派發的電子繳費通告中，都會附有個人繳費條碼貼紙。(如下圖)




每位學生的繳費條碼都不同，請家長妥善保管！
家長憑個人繳費條碼到以下商戶繳費增值即可：



香港全線所有的 OK 便利店、VanGO 便利店及華潤萬家超市
繳費條碼圖片同時會上載到 eClass Parent APP 的即時訊息中，如家長發現沒
有收到，請把即時訊息的畫面向下滑動，以重新整理取得圖片：

每一次透過繳費條碼增
值，易辦事公司均會收
取$3.4 行政手續費

6.1.1 鄰近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的可增值商戶有：





注意：
僅列出鄰近本校的可增值商
戶供家長參考。
香港全線所有的 OK 便利店、
Vango 便利店及華潤萬家超
市都可以提供增值繳費服務

注意：此為測試號碼，

6.1.2 使用繳費條碼完成增值後

勿用作繳費用途

1702049

 建議家長保留收據，直至 eClass 學生帳戶中更新適當的餘額。





同時請核對號碼是否與學生 eClass 學生帳戶吻合。
例如學生的 eClass 帳戶是 s1702049，則核對收據中 AC#欄位是否同樣為 1702049。
如果號碼不吻合，則可能無法存入金額至學生 eClass 帳戶中，煩請盡快通知本校。
可於 2-3 個工作天後，到 eClass 內聯網或到 eClass Parent 手機 APP 中，查閱學
生 eClass 戶口增值後的餘額。(每次增值後，eClass 系統並不會即時更新餘額)
P. 5

6.2

使用 PPS 繳費靈增值 - PPS 開戶程序 (如家長已有 PPS 戶口可略過)

(適用於希望使用 PPS 繳費靈，但又未開設 PPS 繳費靈的家長)
要開設「繳費靈」戶口的條件：
1.
2.

有香港本地銀行戶口
有提款卡或具備提款功能之信用卡

6.2.1 使用 PPS 終端機開設 PPS 戶口
 費用全免
 自助形式開戶
 可攜同本地銀行提款卡或具備提款功能之信用卡到本校校務處(供應期直至 2018
年 11 月下旬)或其他指定 OK 便利店的 PPS 終端機辦理開戶手續。

6.2.2 鄰近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的 PPS 終端機有：

注意：以上僅列出鄰近本校的 PPS 終端機供家長參考
要指定的 OK 便利店才有 PPS 終端機，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ppshk.com/hkt/prt/Web/ch/
6.2.3 開設「繳費靈」戶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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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定網上密
碼，便於使用 PPS
繳費靈手機 APP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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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使用 PPS 繳費靈增值 – PPS 繳費靈登記本校賬單
(適用於希望使用 PPS 繳費靈，同時已開設 PPS 繳費靈戶口的家長)

6.3.1 如家長已開設「繳費靈(PPS)」戶口：
 可透過 PPS 繳費靈網上繳費或使用 PPS 繳費靈手機 APP (下方有教學)
 在 PPS 系統登記本校帳單(本校 PPS 之商戶編號：6433)
 於賬單號碼欄位中，輸入學生的 eClass 帳戶號碼：
例如學生的 eClass 帳戶是 s1702049，則只需輸入 1702049
請注意：並非輸入「學生註冊編號」
 然後輸入增值金額即可
 每一次增值，易辦事公司均會收取$2.2 行政手續費

6.3.2 使用 PPS 繳費靈手機 APP 登記本校賬單
1. 到 Android Play 商店或 Apple APP Store 下載 PPS 繳費靈手機 APP

2. 開啟 PPS 繳費靈手機 APP，並以 PPS 繳費靈戶口登入

注意：此處並非登入 eClass 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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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登入後，請先登記本校賬單

4. 輸入本校 PPS 之商戶編號：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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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學生 eClass 帳戶的資料 (重要)
 於賬單號碼欄位中，
輸入學生的 eClass 帳戶號碼：
例如學生的 eClass 帳戶是 s1702049，
則只需輸入 1702049
請注意：此處並非輸入「學生註冊編號」
如果賬單號碼欄位輸入有誤，可能會無法存
入金額至學生的 eClass 帳戶中，敬請謹慎
輸入！
注意：

 於賬單別名中，輸入學生的姓名。
例如：陳小明




 以便校方核對轉賬人

如家長有兩位或以上的子女在本校
就讀，便需個別再另行登記賬單
一個學生的 eClass 帳戶號碼登記一
個賬單，兩位子女的便要登記兩個
PPS 賬單

6. 成功登記本校賬單後回到主目錄，並點選繳付賬單以進行電子繳費至本
校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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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剛才已登記的本校賬單

8. 輸入要增值的金額 。
(可參考校方每個學期所發出的電子繳費通告中，所建議增值的金額)

每一次透過 PPS 繳費靈
增值，易辦事公司均會收
取$2.2 行政手續費

9. 完成 PPS 繳費靈增值。
6.3.3 使用 PPS 繳費靈完成增值後
 可於 2-3 個工作天後，到 eClass 內聯網或到 eClass Parent 手機 APP 中，查閱學
生 eClass 戶口增值後的餘額。
 每次增值後，eClass 系統並不會即時更新餘額。
 需要 2-3 個工作天才會顯示到 eClass 系統中，煩請家長耐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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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見問題
問題 1. 有多少學校使用電子付款系統？
答：

據資料估計約有 170 間中、小學已經採用，是學校行政的新趨勢。

問題 2. 為何要預先繳交某些費用？
答：
此做法是希望減少家長及學校在處理繳費的工序；其次，由於減少了增值的次
數，故亦可以減少服務公司之手續費。
問題 3. 為何服務公司需收取$2.2/$3.4 手續費？
答：
手續費為服務公司提供服務的營運收費，由於商業機構在其營業成本中已計算
該筆款項。每次之手續費將由家長自行支付，手續費可算是符合用者自付的原
則。
問題 4. 我是內地家長，並沒有香港的提款卡或香港銀行戶口，那怎麼辦？
答：
家長可利用學校提供的個人繳費條碼，到香港的 OK 便利店、VanGO 便利店或華
潤萬家超市付款增值。
問題 5. 為何網上平台的家長或學生戶口沒有顯示剛剛完成的增值記錄？
答：
學校需要約 2-3 個工作天的時間，從服務公司下載增值的資料，並上傳到電子
付款系統內，故家長或學生請於增值後的第 4 個工作天查閱有關記錄。
問題 6. 為何增值後戶口仍未進行繳費?
答：
學校會按通告的指定日期從學生的帳戶進行轉賬，才完成繳費手續。
問題 7. 我有兩名子女在本校就讀，我可以將兩人的款項總額一併增值至其中一名子女
的帳戶中嗎?
答：
不能。如家長有兩位或以上的子女在本校就讀，便需要分別增值至各子女的
eClass 個人帳戶中。

8. 技術支援
8.1



8.2

有關 eClass Parent 手機 APP
家長如有任何關於 eClass App 的查詢
歡迎致電 eClass 家長支援電話：3913 3211

有關 PPS 繳費靈開戶或登記賬單

 家長如有任何關於 PPS 繳費靈開戶或登記賬單的查詢
 歡迎致電繳費靈熱線：2311 9876
8.3

有關本校電子繳費之詳情或 eClass 戶口的登入名稱及密碼

 家長如有任何關於本校的電子繳費詳情，或 eClass 戶口的登入名稱及密碼查詢
 歡迎致電本校電話：2251 9751，聯絡黃兆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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