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一級 A、B、C 班 
 

新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1.6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英文文法資源套 48.8 

英文閱讀理解課本(重讀生不用購買) 104.6 

地理科作業 16.3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總金額 687.1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一級 D 班 
 

新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1.6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英文文法資源套 48.8 

英文閱讀理解課本 123.5 

地理科作業 16.3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總金額 706.0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二級 A﹑B 班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3.4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英文文法資源套 35.6 

英文閱讀理解課本(重讀生不用購買) 109.7 

地理作業 36.6 

                                         總金額 645.3 

 

 

 

插班生須另外繳交  

項目 金額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二級 C、D 班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3.4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英文文法資源套 35.6 

地理作業 36.6 

                                         總金額 535.6 

 

 

 

插班生須另外繳交 

項目 金額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三級 A﹑B 班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9.0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英文文法資源套 36.6 

英文閱讀理解課本(重讀生不用購買) 115.8 

地理作業 21.4 

音樂科校本筆記 6.9 

                                         總金額 599.7 

 

 

插班生須另外繳交 

項目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105.8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三級 C﹑D 班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9.0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英文文法資源套 36.6 

地理作業 21.4 

音樂科校本筆記 6.9 

                                         總金額 483.9 

 

 

插班生須另外繳交 

項目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105.8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四級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64.3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堂費 340.0 

                                         總金額 804.3 

 

 

插班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64.3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55.8 

 570.1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高中插班生堂費($340)已於註冊時繳交。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五級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114.7 

特定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堂費 340.0 

                                         總金額 754.7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六級 
 

 原校生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88.3 

特定用途收費(半學年) 200.0 

堂費 340.0 

校友會會費 80.0 

                                         總金額 708.3 

 

 

 

備註﹕ 

 繳費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進行，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足夠

金額，以確保繳費過程順利。 

 政府規定：消費券不適用於教育開支，故此請勿讓學生以登記了消費

券的八達通進行繳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