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利天主教中學
學校通告 13b (2020-2021)
S5 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 計劃
敬啟者︰

電子學習除了透過多媒體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外，還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在疫情停課
期間，本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都透過網上進行學習活動，打破學習空間的限制。為進一步提升
學生的資訊素養，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本校將於 2020/21 學年中一至中二級全面推行「自
攜電子學習裝置 (BYOD) 計劃」，讓學生在課堂、課後均能善用平板電腦學習。
經本校資訊科技組、家教會及校董會討論並通過後，本校將選用 Apple 蘋果公司的 iPad 平板電
腦，原因如下：
(1) iPad 產品生命周期約 6 年
(2) iPad 電量足夠維持一天上課時間
(3) iPad 系統穩定性高，不易出現系統錯誤(當機)
(4) Apple Store 擁有完善的應用程式生態系統
經過招標採購程序後，本校將委託「信港電腦有限公司 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td.」為本校
2020/21 年度「電子學習自攜裝置」之供應商。
是次計劃中三至中六也可以自由參與。家長可透過「關愛基金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
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援助項目，向本校提供的供應商購置平板電腦。在此計劃中，綜援及全
津學生可獲得全額資助 (金額上限為 4,740 元)；半津學生則獲得半額資助 (金額上限則為
2,370 元)。
經關愛基金援助後，合資格受助的學生可獲以下平板電腦套裝資助：
產品 *
Apple IPad WIFI 128GB (第七代)
Apple Pencil (第一代)

供應商價目

半額資助生

獲全額資助
後費用全免

獲半額資助後
只需付$2,353

$3,050
(比市價平$349)

$690
(比市價平$98)

平板電腦保護套 (附 Apple Pencil 筆插)

$110

螢幕保護貼(包括代貼服務)

$80

AppleCare+ 兩年全方位保養

全額資助生

$390
(比市價平$109)

SencoCare iPad 第三年附加基本保養

$250

流動裝置管理程式（MDM）二年費用

$136

合共：

$4,706

* 接受關愛基金援助的學生必需購買以上指定的產品組合項目，不可分拆購買。
受資助的學生必須經由學校採購程序代為購買平板電腦才可獲資助，自行出外購買的學生均不
能獲得任何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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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申領任何資助之家長可選擇經學校以優惠價代購，惟請注意學校只允許同學攜帶裝有流動
裝置管理程式（MDM）的平板電腦回校，同學如欲在校使用平板電腦，請同時購買流動裝置管
理程式並允許學校管理其平板電腦。建議中三及中四同學購買三年使用期， 中五同學購買兩年
使用期，而中六同學購買一年使用期。
本校將安排供應商設置訂購攤位，各位家長須填妥並帶同訂購表格# (附件一)，於當日到場向供
應商直接付款訂購。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付款方法：

2020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中三
13:00-14:00
中四
14:00-15:00
中五及中六 15:00-16:00
地下小食部
可選擇以下方式付款
1. 一次性付款 （現金/EPS 易辦事/信用卡 VISA 或 MASTER）
2. 支票（抬頭請填上 “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imited ” ）
3. 銀行轉賬 (匯豐銀行賬 號碼: 083-9-019817 ) 請提供銀行轉賬證明副本
4. 分期付款 （只接受匯豐銀行信用卡 /12 個月）

#

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同學仍需填寫訂購表格 (附件一) 並於 9 月 10 日 (星期四)
連同其他通告一併交回，校方會代為訂購。

請家長填妥回條，並於 2020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家長如有任何查詢，
可致電本校向黎迦希或鮑仲偉老師查詢。

此致
貴家長
順利天主教中學校長
詹燕珠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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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學校通告 13b (2020-2021)
S5 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 計劃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 ( ____ )

敬覆者：本人同意敝子弟參與學校所推行的「電子學習自攜裝置」計劃，以配合電子學習的需要，並會
鼓勵敝子弟攜帶流動電腦裝置回校進行學習；遵守學校制定的流動電腦使用守則；及鼓勵敝子弟在家正
確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學習，包括注意網絡安全、眼晴健康、適當作息時間，並遵守道德紀律等。
本人：（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

1.  無意訂購或無意領取關愛基金資助購買平板電腦及配件。
2. 

同意學校代敝子弟申請及訂購上述平板電腦套裝資助項目：
a. 
b. 
c.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有意領取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獲平板電腦及配件一套，費
用全免。
本人正領取 2020/21 學年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有意領取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獲平
板電腦及配件一套，費用全免。
本人正領取 2020/21 學年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津貼，有意領取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購
買平板電腦及配件一套，獲半額資助後只需付$2259。

* 本人並且承諾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和文件正確無誤，否則本人會支付裝置的相關費用；如流動
電腦裝置的費用超過資助金額，本人會支付有關差額。
3. 

沒有申領任何資助，欲透過學校以優惠價購買平板電腦及配件。

選取選項 2a 及 2b 的同學需填寫訂購表格（附件一）並於 9 月 10 日（星期四）連同其他通告一併交
回校，校方會代為訂購。
選取選項 2c 及 3 的同學需填寫訂購表格及於 9 月 12 日回校訂購平板設備。

此覆
順利天主教中學詹校長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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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學校將提交的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i) 處理有關項目的申請；和
(ii) 如有需要，學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局核實與(i)有關的資料。

2.

學校或會因上述目的將所提交資料，包括個人資料送交教育局或相關的政府部門/局。

3.

提供個人資料是必須的。如沒有提供資料，學校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及進行相關安排。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
，任何人均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已向本校提供的個人資料。有
關要求須透過查閱資料要求表格(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的表格 OPS003) 提出，填妥表格
後，請以郵寄方式遞交(郵寄地址：九龍觀塘順緻街七號)。有關更多私隱政策的資料，請前
往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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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天主教中學
iPad 訂購計劃2020/21

Order Reference No.: (For Office Use)

中五學生 訂購表格
個人資料
* 學生姓名:

* 班級及學號:
五 年級

(請以英文填寫)

* 家長手提電話:

班

號

家長電郵:

第1部分 - iPad 基本套餐

10.2 吋 iPad Wi-Fi 128GB 銀色 (MW782ZP/A)

原價

優惠價

HK$3,399

HK$3,050

綜援/書簿全津

書簿半津

沒有資助

✔

iClass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MDM) 二年

HK$144

HK$136

10.2 吋 iPad 保護套 (附Apple Pencil 筆槽) 灰色

HK$210

HK$110

10.2 吋 iPad 鋼化玻璃貼

HK$130

HK$80

HK$499

HK$390

HK$300

HK$250

HK$788

HK$690

HK$5,470

HK$4,706

第2部分 - 配件 (沒有資助學生可自由選購)

*包括代貼服務

✔

✔

HK$0

HK$2,353

iPad AppleCare+ 全方位服務計劃 (第一及第二年)
AppleCare+ 服務計劃將 iPad 及 Apple Pencil 保障期限延長至自你購買 AppleCare+
服務計劃的日期起計的兩年，並能享有多達兩次意外損壞的保障服務，每次收取服務費
(iPad 為 HK$348，Apple Pencil 則為 HK$228)。

SencoCare iPad第三年附加基本保養
不包括人為及意外損壞。不包括Apple Pencil。（需連同AppleCare + 全方位服務計劃一同購買）

Apple Pencil (第1代)
總數

付款方式

總金額：(HK$)

參考號碼

關愛基金資助
現金 (9月12日現場繳付)

EPS 易辦事 (9月12日現場繳付)

信用卡12個月分期 (匯豐信用卡)

(9月12日現場繳付)

信用卡 (9月12日現場繳付)
綜援/書簿全津

支票 (支票抬頭請填上“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imited ”)

沒有資助
總金額

書簿半津

$0
$2,353

HK$

銀行轉賬 (匯豐銀行賬戶號碼: 083-9-019817 ) 請提供銀行轉賬證明副本。

訂購程序
1. 填寫訂購表格上的資料及簽署。
2. 於2020年9月12日到校遞交表格及即場付款或交回轉賬證明。(時間以校方最後通知為準)
3. 訂購產品將於10月下旬在學校派發(日期以校方最後通知為準)。
我明白及同意購買產品及產品之條款與細則

Rev. Aug 2020

家長簽署

日期

條款與細則:
1. 此優惠期只適用於2020年9月12日購買。

4. 此優惠不能與其它優惠同時使用。

2. 優惠只適用於順利天主教中學。

5. 訂購表格一經遞交，所選之產品將不可更改及取消。

3. 不完整的表格將不予受理，並可能導致在訂購過程中的延遲。

6. 產品詳情可參考 http://store.apple.com/hk

查詢熱線: 2511 5760

傳真: 2507 4695

7. 如有任何爭議，信港電腦有限公司將擁有最終決定權，並保留
權利隨時終止有關優惠，或更改有關之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

Email: eduoffer@sencohk.com

地址: 北角英皇道101號2樓

附件二
有關「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 計劃」的問與答

1.
為何校方需要推行電子教學？
答： 因為傳統的教學並不能滿足學生在現今社會的發展，而學生需要對現今的資訊科技有一定程度的
掌握，就如這次疫情中，本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都需要透過網上進行學習，而電子學習亦是現今
學習的趨勢。
2.
為何電子教學需要在中一及中二級推行？
答： 善用資訊科技是二十一世紀的關鍵技能。學生應從小培養資訊素養，發展他們相關的知識、技能
及態度，讓他們能有效和負責任地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所以本校以中一及中二級為起步試點，
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和教學法。此外，購置的平板電腦可以用 5 至 6 年，較合乎經濟效
益。
3.
學生是否必須參加「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 計劃」？
答： 由於這是學校的政策安排，所以來年中一及中二級學生都必須參加這個計劃。
4.
如家長沒能力為子女購買流動電腦裝置怎麼辦？
答： 「關愛基金」
在 2020/21 學年已為拿取綜援及書簿津貼全津的學生批出首年資助金額，上限為 4,740
港元，半津學生資助金額為上限 2,370 港元。學校會透過公開招標或報價程序，讓家長以最優惠價
購買平板電腦。
5.
家長是否需要出外購買平板電腦？
答： 受資助的學生必須經由學校透過採購程序代為購買平板電腦，購買詳情將另行公佈。
自行購買的學生（無論是綜援、全津或半津學生）均不能獲得任何津貼，而未有申領任何資助之家
長，可透過學校指定供應商以優惠價購買平板電腦，或自行出外購買平板電腦，惟請注意學校建
議平板電腦之規格。
（注意：此優惠價應該比自行以 Apple 教育教育價便宜）
6.
學生會否利用平板電腦非學習的活動？
答： 平板電腦除了能夠提供娛樂外，更是一台能夠令到學生可以自主學習的工具，校方會代學生購買
MDM 裝置管理軟件，該軟件能封鎖平板電腦的部分功能，讓學生只能運用平板電腦作學習用途。
7.
長期使用平板電腦會對眼睛造成傷害嗎？
答： 雖然學校推行電子教學，但校方亦會顧慮學生的健康情況，並不是每一堂都需要使用平板電腦；
即使要使用，亦不會全堂 40 分鐘不停地使用，老師會因應情況的需要才會使用。
8.
為何校方需要學生自行購買平板電腦？不能為學生提供該服務嗎？
答： 現在中一至中六級都有進行電子教學，但校方發現，學校現存的平板電腦並不足夠供全校使用；
而且學校提供的平板電腦並不屬於任何一位學生，所以學生不能因應自己的需要在平板電腦的電
子書中寫下任何筆記，或儲存屬於自己的作品，因此，校方期望中一至中二級學生能為自己準備
一部屬於自己的平板電腦，畢業後更可自由靈活地使用。
9.
我可以用家中現有的平板電腦讓小朋友參加 BYOD 計畫嗎？
答： 如符合校方建議的平板電腦基本要求，家長可利用已購買的平板電腦。但學生帶回校的平板電腦
會透過學校 MDM 系統管理，確保學生能正確使用電腦，所以安裝的程式會受到限制，家長仍須繳
交 MDM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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