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endix 1】（附件一） 

SHUNG TAK CATHOLIC ENGLISH COLLEGE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Collection of Money for the New School Year 13/14 
2013-2014 年 新學年收費 

 

 
Item 
項目 

Remarks 
備註 

Fees for the New School Year 13/14  新學年收費 
S1 S2 S3 S4 S5 S6 

1 Student Handbook  學生手冊 -- $15 $15 $15 $15 $15 $15 

2 PTA Annual Fee  家長教師會年費  $70 $70 $70 $70 $70 $70 

3 
Students’ Union Fee (Clubs and Houses) 
學生會費(學會及四社經費) -- $30 $30 $30 $30 $30 $30 

4 Air Conditioning Fee  冷氣費 --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5 
Student Card and Student Photos (1 dozen)  
學生證及學生照片 1 打  $19 $19 $19 $19 $19 $19 

6 Hosanna (Prayer Book 祈禱手冊) -- $5      

7 Tong Fai 堂費（S4-S6） --    $290 $290 $290 

8 
Chinese Anthology(partly subsidized by the PTA) 

中文文集「默言集」(已獲家教會津貼)   $14 $14 $14 $14 $14 $14 

9 
Writing Paper for Chinese Composition (50 sheets) 

中文作文紙 50 張 -- $5 $5 $5    

10 
Chinese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中文廣泛閱讀計劃 -- $6 $6 $6    

11 
Chinese Languag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中國語文科補充教材 -- $18 $17.5 $20 $14.5 $5 $4 

12 文言文練習     $88 $88  
13 Electronic Learning System 電子學習系統    $50    
14 SBA Portfolio -- $19 $19 $19 $19   
15 SCMP Subscription  訂購南華早報     $277.2 $277.2 $132.3 
16 Materials for Liberal Studies  通識科學習用品 -- $3 $3 $3    

17 
Kung Kao Pao Subscription (Cost is shared with one other student.) 

公教報 (兩位同學共用一份)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63.6 

18 Materials for Geography 地理科學習用品 -- $3 $3 $3    
19 Materials for RS  宗教科學習用品 -- $3 $3 $3 $3 $3 $3 

20 
Safety Spectacles for Laboratory Use 
實驗室安全眼鏡  $16      

21 Materials for Biology  生物科學習用品 --   $14.5 $0.9 
(修讀生物科學生) 

$3.9 
(修讀生物科學生)

$0.9 
(修讀生物科學生)

22 Materials for Visual Art  視覺藝術科學習用品 -- $75 $75 $60    

 
Total Fees  總額 

【All items (except student photos) are compulsory】 
【所有項目（除學生照片外）均必需購買】 

$688.8 $667.3 $719.3 $1228.4 $1202.9 $891.8 

 

 

 

 

備註： 
 To be paid per family by the youngest sibling.   

費用以每家庭計，由就讀本校較低年級的弟/妹繳交。 
 

 Parents can opt to buy the Student Card only. The cost is $9.  
家長可選擇只購買學生證，費用為港幣$9。 

 

 Repeaters need not pay for this item.   
此項目重讀生不用收費。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contact your child’s class-teacher or the General Office immediately. 
如有任何疑問，請盡快向班主任查詢或致電本校校務處與職員聯絡。 
 

 

 

 

 

 

  



 本校檔號：13-14/001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敬啟者 ： 

2013-2014 年上課時間及新學年收費通告 
 

（一）9月 2日至 4日上課時間如下： 

9 月 2 日（星期一） 8:05 – 12:00 
 開學日、開學禮儀及班主任課 

 中五級水平測試（中文及通識） 

9 月 3 日（星期二） 8:05 – 12:00 
 班主任課、拍攝照片及學生會活動介紹 

 中五級水平測試（英文及數學） 

9 月 4 日（星期三） 8:05 – 12:00 
 學會招生及班主任課 

 中三級水平測試（中文、英文及數學） 
 

（二）9月 5日（星期四）開始正式上課，當天為循環週第一天，上課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四 星期五 

上課時間 8:05 8:05 

午膳時間 12:15–1:20 12:45–1:50 

放學時間 3:25 3:50 
 

（三）2013 至 2014 年度新學年收費項目及詳情，已詳列於【附件一】內，所有項目（除學生照片外）

均必須購買，敬請各家長查閱。如對收費項目有任何疑問，請盡快向班主任查詢或致電本校校務

處與職員聯絡（電話：24764263）。 
 

  請各家長填妥下列回條，並著 貴子女於九月四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龔廣培謹啟 
 
本通告所列費用將於 9 月 25 日以自動轉賬方式從家長所提供之銀行戶口中扣除，本校在轉賬前將會另行通知有關款項詳情。請家長

在轉賬日期前將費用存入付款的銀行戶口內，若因戶口存款不足而無法扣取所需款項，有關扣賬銀行會收取不多於港幣 150 元之手續費(視
乎個別銀行而定)。 

凡未有申請以自動轉賬繳費之家長，必須以現金或支票到校務處繳交費用。繳費日期將於 9 月中旬公佈，屆時請著 貴子女將費用

交到校務處。如用支票繳交，支票抬頭為：「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法團校董會」。 
 

二零一三年九月二日 
  

  本校檔號：13-14/001 

回  條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013-2014 年上課時間及新學年收費通告 
敬覆者： 

  本人已詳閱通告的全部內容，並將督促  敝子女準時回校上課。 

  本人亦已得悉有關新學年收費詳情，並同意 貴校依 敝子女所屬級別訂購所有有關項目，其中 

□包括／□不包括 學生照片。 

  此覆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龔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零一三年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