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134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2-2023 年度   家長通知書 

【九月及十月份電子繳費項目】 

 

敬啟者： 

     下列是九月及十月份的繳費項目，家長應先行做好紀錄及計算繳費總額。請   貴

家長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替子女戶口增值，以便有足夠費用讓學生拍咭繳費。 

 
月份 繳費項目  對象 繳交金額 備註 

 

九 

月 

及 

十 

月 

份 

(一) 學生必須繳費項目 

1. 文具用品簿雜費 一至六年級學生 見附件 每級收費詳見

2022-2023上學

期雜費表 
   

（二）學生自由參加項目 （個別學生） 

1.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已參加學生 $ 30  

2.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 已參加學生 $12  

3.訂閱英文報 Goodies   已訂閱學生    $ 125  

4.訂閱星島日報 已訂閱學生 $ 144  

5.訂閱明報 已訂閱學生 $156  

6. P.4-6 女子藍球 已參加學生 $600  

7. 第 7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已參加學生 $145 每一首朗誦項目  

8. 聯課：P.3 視藝訓練/P.4 創造夢工場/P.5

創造夢工場/P.6 陶藝 

已參加學生 P.3$25 

P.4-P.6$50 

 

    

家長計算“必須繳費項目”外，如有個別申請或參加項目請一拼計算總額＄_______ 
學生回校拍卡繳費日期：1-11-2022(星期二)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  黃 偉 堅  

二零二二年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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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4                          回      條                  學生班號：_______ 

(請於十月二十六日前查簽電子通告)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學校九月及十月份須繳付費用，並會於十月三十一日前替子女戶口增

值。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班    別：____________________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 偉 堅   校 長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22134 

 

2022-2023 年度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各級雜費表 (上學期) 

文具用品 
項    目  一年級 

膠  印 $10.00 

學生手冊膠套 $1.70 

成績表連膠套 $7.50 

家課日誌 $6.70 

智能咭 $14.00 

拉鍊文件袋 $13.00 

文件套及膠快勞 $6.60 

勞作材料 $49.40 

顏色 $15.50 

畫簿 $7.40 

畫紙及工作紙 $20.00 

智能咭行政費 $5.00 

中、英、數、常、德公課業冊 $124.00 

閱讀星獎冊 $31.00 

電子閱讀計劃 (E 閱讀及 E class) $37.00 

圖書課教材 $35.20 

體育科電子學習平台 $20.00 

Eclass app 年費 $20.00 

祈禱小冊子 $5.00 

小海豚小冊子 $14.00 

文具用品費合計 $443.00 

 

簿費               
項  目  一年級 

簿號 每本價目 用簿量 

學生手冊 $5.70 1 

01 $1.20 5 

11 $1.20 6 

21 $1.20 1 

簿費合計 $20.10 

 

雜費總計 
項    目  一年級 

智能咭掛繩 $8.00 

文具用品費 (見上表) $443.00 

簿費 (見上表) $20.10 

改善校園環境費 $100.00 

雜費總計  $571.10 

 

 



 22134                                                    

2022-2023 年度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各級雜費表 (上學期) 

文具用品 
項    目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生手冊膠套 $1.70 $1.70 $1.70 $1.70 $1.70 

成績表連膠套 $7.50 $7.50 $7.50 $7.50 $10.10 

家課日誌 $6.70 $6.70 $6.70 $6.70 $6.70 

勞作材料 $14.70 $32.70 $27.90 $36.30 $47.40 

顏色 $15.50 $15.50 $39.60 $39.60 $39.60 

畫簿 $7.40 $7.40 $7.40 $7.40 $7.40 

畫紙及工作紙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智能咭行政費 $5.00 $5.00 $5.00 $5.00 $5.00 

中、英、數、常、德公課業冊 $125.00 $55.00 $56.00 $40.00 $43.00 

閱讀星獎冊 $31.00 $31.00 $31.00 $31.00 $31.00 

電子閱讀計劃 (E 閱讀及 E class) $37.00 $37.00 $37.00 $37.00 $37.00 

圖書課教材 $35.20 $35.20 $35.20 $35.20 $35.20 

體育科電子學習平台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Eclass app 年費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小海豚小冊子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文具用品費合計  $360.70 $308.70 $329.00 $321.40 $338.10 

簿費               
項  目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簿號 每本價目 用簿量 用簿量 用簿量 用簿量 用簿量 

學生手冊 $5.70 1 1 1 1 1 

01 $1.20      

02 $1.20 8 10 2 2 2 

03 $1.20   9 7 7 

11 $1.20 6     

12 $1.20  6 6 6  

13 $1.20     6 

21 $1.20 1 1    

22 $1.20   1 1 1 

31 $1.20      

32 $1.20  1 1   

34 $2.60  1 1 1 1 

簿費合計 $23.70 $29.90 $31.10 $27.50 $27.50 

雜費總計 
項    目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牧童笛 ------ $34.00 ------ ------ ------ 

文具用品費 (見上表) $360.70 $308.70 $329.00 $321.40 $338.10 

簿費 (見上表) $23.70 $29.90 $31.10 $27.50 $27.50 

改善校園環境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雜費總計 
$484.40 $472.60 $460.10 $448.90 $46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