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智能卡繳費系統優點
1. 消除學生攜帶現金回校的風險。
2. 節省老師處理收費的時間。
3. 家長透過網上平台隨時查閱繳費詳情及付款狀況。
4. 智能卡只作繳付學校費用，學生不能在校外使用。
5. 智能卡本身並沒存有任何金錢，就算被別人拾獲，亦不能盜用戶口內的存款。
6. 繳費靈(PPS)可經電話或網上轉帳，方便兼且準確無誤。
7. 一卡多功能：結合學生證、圖書證，集點名、交費及借還圖書功能。

校園智能卡繳費流程
1. 校方派發通告
2. 家長於指定日期前透過繳費靈(PPS) 把所需金額增值到學生智能卡帳戶
3. 家長透過網上平台查閱增值、收費項目詳情及列印收據(示範)

* (備註：學期終結時，學生智能卡賬戶的餘額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此外，學生智能卡賬戶會
於學生離校時終止，剩餘金額將退回給家長。)

如何透過內聯網查閱繳費紀錄
1. 經學校網頁登入內聯網(eClass Junior)

登入名稱: bws (學生編號，不
需輸入英文字母“A”)
密碼: 學生的出生年月日
例:
學生編號是 04A1234，登入名
稱就是「bws041234」
學生的出生年月日是 2004 年 9
月 1 日，密碼就是
「20040901」

2. 登入內聯網後，進入「個人工具箱」(主頁右上角)

3. 按「戶口結存及紀錄」

4. 按「結存紀錄」、「繳費紀錄」或「增值紀錄」查閱各項有關的資料。

繳費靈 (PPS) 開立戶口及登記帳單程序
步驟一 : 開設繳費靈(PPS)戶口
戶口(已擁有繳費靈戶口的家長毋須重新申請
開設繳費靈
戶口 已擁有繳費靈戶口的家長毋須重新申請；
已擁有繳費靈戶口的家長毋須重新申請；不論子女數目，
不論子女數目，只須
開立一個繳費靈戶口即可)
開立一個繳費靈戶口即可
1. 攜帶提款卡或具有提款功能的信用卡到繳費聆終端機，選擇開立戶口
2. 將銀行提款卡掃過讀卡槽
3. 選擇銀行戶口
4. 輸入提款卡個人密碼
5. 輸入自訂的五位數字繳費靈(PPS)電話密碼
6. 重按五位數字繳費靈(PPS)電話密碼
7. 取回印有繳費靈(PPS)戶口號碼收據（必須將收據保存好）

步驟二 : 登記賬單(每張賬單
登記賬單 每張賬單，
每張賬單，即每位子女，
即每位子女，只需登記一次)
只需登記一次
1. 致電 18013
2. 請按「1」字
3. 按入八位數字繳費靈(PPS)戶口號碼
4. 輸入學校的商戶編號 「 9 5 5 8 」
5. 輸入學生編號 (英文字母 A 毋須輸入) 例如：04A1234，只需要輸入 041234

步驟三 : 繳交賬單(即替子女戶口增值
繳交賬單 即替子女戶口增值)
即替子女戶口增值
1. 致電 18033
2. 輸入五位數字繳費靈(PPS)電話密碼
3. 輸入商戶編號 「 9 5 5 8 」
4. 輸入學生編號(英文字母 A 毋須輸入) 例如: 04A1234，只需要輸入 041234
5. 輸入繳付金額(最低增值額為 $200，最高為 $2000)
6. 聆聽系統訊息(將六位繳費靈 (PPS) 付款號碼記下來，以便日後參考)

＊ 如要覆查最近一次繳費詳情，請致電 18013，再按「2」字

智能卡戶口更新時間
繳費靈(PPS)公司於每日晚上七時截數，晚上七時前增值的資料，會於第二個工作天的早上十時
後顯示，晚上七時後、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增值的資料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的早上十時後
顯示。
星期

繳費靈(PPS)增值時間
增值時間
繳費靈

學校紀錄更新時間

每晚 7 時前增值

星期二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後增值

星期三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 前增值

星期三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後增值

星期四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前增值

星期四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後增值

星期五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前增值

星期五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後增值

星期一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前增值

星期一上午 10 時後

每晚 7 時後增值

星期二上午 10 時後

星期六

全日

星期二上午 10 時後

星期日

全日

星期二上午 10 時後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常見問題
Q1.如果甲同學的智能卡被乙同學拿取了
如果甲同學的智能卡被乙同學拿取了，
，乙同學可以用甲同學智能卡內的金額嗎
乙同學可以用甲同學智能卡內的金額嗎？
？
A1.不可以。智能卡本身並沒存有任何金錢，就算別人拾獲，亦不能盜用戶口內的存款。
Q2.如果學生只需要交一項費用
如果學生只需要交一項費用，
，但他拍了數次咭
但他拍了數次咭，
，系統會收多次的錢嗎?
A2.不會。學生拍卡前，校方會預先設定收費的款項及對象，學生拍了一次卡後，系統會自動記
錄。
Q3.如果學生不需要繳交某項費用
如果學生不需要繳交某項費用，
，但把卡放在閱讀器上拍卡
但把卡放在閱讀器上拍卡，
，閱讀器會扣取該學生智能卡內的
錢嗎?
A3.不會。學生拍卡前，校方會預先設定收費的款項及對象，如該生不用繳費，拍卡多少次也是
無效的。
Q4.若有兩個繳費項目
若有兩個繳費項目，
，需要拍卡兩次嗎?
A4.不需要，只要戶口內有足夠款項，拍一次卡就能繳付所有項目。

Q5.可否以智能卡購買校簿及捐款?
A5.不可以。每次校方以智能卡收取費用，家長事前將會收到校方的通知，以便增值(如有 需
要)。

Q6.我有兩名子女就讀華德學校上午校
我有兩名子女就讀華德學校上午校，
，需要登記多少次賬單?
A6. 家長只需開立 PPS 戶口一次；但需要登記帳單兩次，因為兩名子女是有兩個不同的學生智
能卡帳戶；繳交賬單時亦需分開進行。

Q7.當我利用電話使用繳費靈(PPS)時，因為線路問題不能聆聽到交易確認編號
因為線路問題不能聆聽到交易確認編號，
，我是否需要再

繳交多一次？
？
繳交多一次
A7.家長如遇到以上情況，只需致電 18013，再按‘2’查詢最後一次繳款詳情便可。

增值，
，為何學生戶口沒有顯示增值紀錄
為何學生戶口沒有顯示增值紀錄？
？或在拍卡時顯示餘額不足
或在拍卡時顯示餘額不足？
？
Q8.已透過繳費靈(PPS)增值
A8.需注意增值的時間。於每日晚上七時前增值的資料，需於第二個工作天的早上十時後才會顯
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Q9.忘記繳費靈電話密碼
忘記繳費靈電話密碼，
，怎辦?
A9.帶提款卡到繳費靈終端機重設密碼。

Q10.遺失繳費靈戶口號碼
遺失繳費靈戶口號碼，
，怎辦?
A10.帶提款卡到繳費靈終端機覆查戶口及保留收據。

Q11.遺失智能卡怎麼辦
遺失智能卡怎麼辦？
？
A11.學生可向班主任領取補領申請書，家長簽署後連同$35 的補領費用交回校務處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