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一級 A, B及 C班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42.5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中國語文科--校本教材 86.3 

中一英文文法資源套 47.8 

中一英文閱讀理解課本 Reading Future – Connect 1  

(重讀生不用購買) 
101.6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適用於新生) 50.0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適用於新生) 55.8 

                                         總金額 685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一級 D班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42.5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中國語文科--校本教材 86.3 

中一英文文法資源套 47.8 

中一英文閱讀理解課本 Reading Spotlight – S1 

(重讀生不用購買) 
105.6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家長教師會會費 (適用於新生) 50.0 

道教知識—宗教倫理科課本 (適用於新生) 55.8 

                                         總金額 689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二級 A及 B班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38.1 

地理作業 43.2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中國語文科--校本教材 86.3 

中二英文文法資源套 39.6 

中二英文閱讀理解課本 Reading Future – Connect 2 

(重讀生不用購買) 
107.7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總金額 (A) 615.9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二級 C及 D班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38.1 

地理作業 43.2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中國語文科--校本教材 86.3 

中二英文文法資源套 39.6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總金額 (A) 508.2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三級 A及 B班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44.7 

地理作業 39.1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音樂科校本筆記 7.2 

中國語文科--校本教材 86.3 

中三英文文法資源套 37.6 

中三英文閱讀理解課本 Reading Future – Change 3 

(重讀生不用購買) 
113.8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總金額 629.7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三級 C及 D班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44.7 

地理作業 39.1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音樂科校本筆記 7.2 

中國語文科--校本教材 86.3 

中三英文文法資源套 37.6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總金額 515.9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四級 

 

項目 金額 

簿冊費 82.3 

堂費 340.0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總金額 723.3 

選修歷史科﹕校本筆記 25.9 

選修歷史科繳費總額 749.2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中四級至中六級插班生堂費($340)已於註冊時繳交。 

3.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五級 
 

項目 金額 

堂費 340.0 

簿冊費 60.0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300.0 

                                         總金額 701.0 

選修歷史科﹕校本筆記  (重讀生亦須支付) 38.1 

選修歷史科繳費總額 739.1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中四級至中六級插班生堂費($340)已於註冊時繳交。 

3.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學年 
校園通繳費通知書 

 

中六級 
 

項目 金額 

堂費 340.0 

簿冊費 56.4 

校友會會費 80.0 

學生相片沖印費 1.0 

特別用途收費(全學年)  200.0 

                                         總金額 677.4 

選修歷史科﹕校本筆記   38.1 

選修歷史科繳費總額 715.5 

選交項目 

 

項目 價格 是否需要購買 金額 

家長教師會會費 50.0   

道教知識 (宗教倫理課本) 55.8   

  
總金額 (B)  

 

 

繳費總金額 (A) + (B) =  

備註﹕ 

1. 請預早為已登記的八達通咭增值，以便於繳費時有充足金額。 

2. 中四級至中六級插班生堂費($340)已於註冊時繳交。 

3. 以上各項收費包括由八達通收取的 1.5%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