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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及關愛基金援助項目代購事宜 

 

四月份已經收到同學有關關愛基金資助項目的申請，為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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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已透過招標程序比較市場上較低廉的

價格，為學生代購 iPad 平板電腦及其他配件，全費港幣 $4,610，包括以下項目： 

1. Apple iPad (128GB) WiFi 版一部 

2. Apple Pencil 一支 

3. 平板電腦保護套連 Apple Pencil 筆插 

4. 屏幕保護貼 

5. 額外購第二年 Apple Care+ 產品保養及第三年 HKT Samrt 保養 

6.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MDM）三年費用 

 

關愛基金將為以下類別的學生提供資助： 

(a) 正領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學生  

[獲全費資助上限 $4,610]  或 

(b)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全津)的學生 

[獲全費資助上限 $4,610]  或 

(c)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半津)的學生  

[獲半費資助上限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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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獲資助，以下是各類別

學生需繳費價資料： 

 

產品 供 應 商

價目 

全費資助學

生 

半 費 資 助

學生 

Apple iPad WiFi (128GB)  $2,996 獲全額資助

後費用全免 

獲半額資

助後，只

需付港幣

$2,305 

Apple Pencil $680

平板電腦保護套連 Apple Pencil 筆插 $54

屏幕保護貼 $40

第二年 Apple Care+ $450

第三年 HKT Smart 保養 $150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MDM）三年費用  $240

 

如已於四月份遞交參與關愛基金申報表，及正接受全額書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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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方以代購全套平板電腦及配件，費用全免。 

而以遞交參與關愛基金申報表，及正接受半額書津貼的同學，校方代購平板電腦及配件

可獲半額資助，只需付港幣$2,305。 

供應商於 2020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2：00 - 4：30 到校進行銷售服務。請家長

親身到本校繳交所需費用。 

 

訂購平板電腦注意事項如下： 

- 可以劃線支票付款，於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抬頭請書寫：PCCW 

- 可以信用卡付款，並獲六個月分期付款服務。 

- 平板電腦會於訂購後約 2-3 星期交付。 

- 請家長妥善保存收據，以便日後能享用保養及維修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920226 與馮志強老師聯絡。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何志宏謹啟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荃灣聖芳濟中學 

自攜裝置（BYOD）及可接受使用政策（AUP） 

 

簡介 

本指引及政策為學生於本校使用平板電腦的規則，適用於有關家長及學生。家長

或監護人於 貴子弟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及配件學習前，請仔細閲讀本指引及政

策。  

 

電子學習工具 

學校要學生視平板電腦為學習工具，故平板電腦內的資料必須與學習內容有關連，

當中所有設定皆為電子學習而設。學生只能以單一使用者身份登入使用。 

 

過濾和監控：  

1. 學校會過濾互聯網的瀏覽內容，如學生遇見任何不合宜的網絡材料，該向老

師報告有關情況，學生若企圖以任何方式繞過過濾器和安全性限制上網，將

面臨處分。  

2. 基於安全理由，一切無線網絡的瀏覽亦會受到監察及紀錄。 

3. 所有平板電腦必須向學校資訊科技組登記。學校保留監察、檢查、存取和瀏

覽所有設備的權利。 

4. 學校會於學期初將學生的平板電腦重置（所有資料將會被刪除），以便本校

為同學生安裝需用之軟件及教材。本校不會為學生的平板電腦進行備份，請

家長於學生將平板電腦交回學校前，將平板電腦內的資料先行備份。 

 

平板電腦使用指南： 

1. 學生須確保於任何時間妥善及安全地保管自己的平板電腦。學校對學生平板

電腦的安全概不負責。 

2. 如平板電腦被盜、遺失或損壞，訓導組會按一般程序處理。 

3. 學生需在家中將平板電腦充電，學校不會提供充電服務。 
4. 學生只能在教師的指示和監督下使用平板電腦。 

5. 學生只能使用學校允許的應用程式或平板電腦程式。 

6. 未經老師許可，學生不得在課堂上拍照或錄影，在網絡上發布有關照片或影

片。 學生若在知情下將病毒、木馬程式或任何有關損壞、更改、銷毀、將

未經授權的程式引入網絡，並於網絡傳播，乃違反學校政策，學生將面臨紀

律處分。  

7. 學生必須使用學校的無線網絡，不能使用私人移動網絡（如 2G / 3G / 4G）。  

8. 學生只能在教師的許可下，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發送電子郵件或與他人溝

通。  

9. 學生不能將平板電腦連接學校的區域網絡。  



10. 學校保留審查任何不具有教育意義的網站的權利。  

11. 學生必須遵守版權法。  

12. 禁止學生使用任何遊戲設備或遊戲機程式。  

13. 學生不應與其他學生或教職員分享用戶名稱和密碼。  

14. 學生禁止非法修改平板電腦的軟硬設置。  

15. 學校保留檢查任何涉嫌出錯、受攻擊或病毒感染的平板電腦的權利。  

16. 若遇到平板電腦的操作或技術問題，可與校方聯絡，本校資訊科技人員將給
予指引及建議，但所有實際保養、維修、替換、修整，以及為此作出任何安

排，需由家長及學生自行負責。 
 

違規後果： 

學生不遵守指引將面臨學校紀律處分。如果發現學生違反本政策條款或學校其他

政策，學校有權檢查學生的平板電腦。  

 

聲明 

作為學生，我已閱讀及了解上述自攜裝置政策。我會遵守上述政策，並且清楚知

道任何違規行為可能會導致我失去使用網絡和／或自攜裝置的權利，亦須接受其

他違規行為處分。  

 

作為父母，我已閱讀及了解上述自攜裝置政策。我明白及同意我的子弟需要遵守

上述政策。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學生簽署：    日期：   

家長／監戶人姓名：      

家長／監戶人簽署：   日期：   

 

 

 

家長及學生請簽署後交回班主任。 

 

*本文件將不時進行審查及修改。校方將會通知學生有關改動。 

 



           荃灣聖芳濟中學 
        2019-2020年度平板電腦訂購表格 

 
個人資料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英文)   (中文)：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HKT education平板電腦展銷會 
 

日期：   2020 年 5 月 9 日 (星期六)          時間：   14:00 – 16:30              地點：學校 (地下雨天操場)  
 

訂購需知 

 

本公司會於展銷會收取訂購表格及費用，家長需於以上指定時間 即場付款，逾期恕不辦理。 
 
 

訂購詳情     無津貼 全津及綜援 半津 

產品名稱 貨品編號 定價 
(港幣$) 

優惠價 
(港幣$) 

全津合共 
(港幣$) 

半津合共 
(港幣$) 

10.2”Apple iPad Wi-Fi 128GB (金色) (MW792ZP/A) 

(一年原廠保養) 
2897731 $3,399 $2,996 $0 $1,498 

AppleCare+ (第一、二年全方位保養) # (S6539ZX/A) ACG0011 $488 $450 $0 $250 

第三年 HKT 延長保養^ ELW128A $200  $150 $0 $75 

Apple Pencil (MK0C2ZA/A) 2882921 $788 $680 $0 $340 

10.2”iPad 智能保護套連筆夾 (黑色)  2897861 $120 $54 $0 $27 

強化玻璃螢幕保護貼 (連代貼服務) 2897801 $100 $40 $0 $20 

HKU MDM Lite 管理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三年使用權) 
ELHUMI3 $300 $240 $0 $120 

合共(港幣$) $4,610 $0 $2,305 
 

# AppleCare+：將 iPad 的保障期限延長至兩年，並能享有多達兩次意外損壞的保障服務，每次收取 HK$348 服務費。 

^ HKT 延長保養：依據原廠保養範圍提供第三年原廠維修保養，可享有與機價等值的維修保養總額。                   

 
請選取以下其中一項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以P表示) 
 

o  (1) 本人沒有申請綜援或書簿津貼 
 

o  (2) 本人於 19/20 學年領取綜援或全額書簿津貼 
  (扣減關愛基金津貼金額 $4,610 後，需繳款項 $0) 
 

o  (3) 本人於 19/20 學年領取半額書簿津貼 
  (扣減關愛基金津貼金額 $2,305 後，需繳款項 $2,305) 
 
 
 

訂購需知 校方蓋章核實 

 

家長必須向校方遞交 19/20 學年的證明文件副本，方可獲得資助。  
 

如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需要繳交相關款項，方可領取平板電腦及其他配件。 
 

 
 
付款方式（請於空格內加ü） 
o 現金 o 支票（支票抬頭寫上「PCCW」，並請在支票背面註明 學生姓名 及 班別） 
o 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 銀聯) o 信用卡免息分期（只適用於 指定銀行 ，及需達指定金額，方可享有 6 或 12 個月                   
       免息分期，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簽署 (家長 / 監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