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2020/2021 學年即將結束，茲通告小學部新學年之全年收費、新學年注

意事項、校服規格及售價，懇請   貴家長留意。  

(一)2021/2022 學年，本校學生上課、活動及假期等安排，可詳閱 9 月份

派 發之校曆 表。 有關通告 及校曆表等將上載 到本校網 頁 (網 址：

www.esmm.edu.mo)、張貼手冊或小學 A 門通告欄上，請家長留意。 

(二)本校幼稚園及小學各級已納入政府免費教育網絡，學生免收學費及補

充性服務費(雜費)。幼稚園各級實施小班制教學。家長仍須按時繳付

代收項目費用及選擇性服務費。茲將新學年各項收費分列如下： 

全年收費總表 

          班 級  

      項 目 

小         學 全年收費

總次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代 

收 

項 

目 

簿  費 210 210 210 230 270 270 2 

校本教材 80 80 80 80 80 80 1 

學生相片 40 40 40 40 40 40 1 

    全年總計 330 330 330 350 390 390 --- 

    上學期繳費 225 225 225 235 255 255 1 

    下學期繳費 105 105 105 115 135 135 1 

 

          班 級  

      項 目 

小         學 全年收費

總次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選 

擇 

性 

服 

務 

費 

督 課 費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 

膳食、托管費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2 

明愛慈善園遊會攤位劵

及抽獎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新春慈善園遊會攤位劵

及抽獎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慈善便服日 20 20 20 20 20 20 1 

家長教師會會費 60 60 60 60 60 60 1 

畢 
業 

班 

謝師宴 --- --- --- --- --- 420 

1 畢業費 

（相片、紀念品） 

--- --- --- --- --- 190 

 

註：留位費會於 2021 年 10 月份退回家長帳戶 

 

 

 

 



2021-2022 年度 

全年分期繳費之項目及日期 

 

     班級 

 項目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繳 費 截 數 日 期 

代 

收 

費 

用 

--- 225 225 225 235 255 255 

請於六月十日前到中國銀

行以自動轉帳方式繳付上

學期之費用 

--- 105 105 105 115 135 135 

請於二月十一日前到中國

銀行以自動轉帳方式繳付

下學期之費用 

選 

擇 

性 

服 

務 

費 

督課費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九月十四日 二月十一日 

午膳及 

托管費 
2900 2900 2900 2900 2900 2900 

 

    註：1.已繳交之費用，學校不會退回； 

        2.如學生選擇不繳交畢業費，請家長書面通知學校。 

 

本校以銀行自動轉帳方式繳費，請  貴家長按通告指定之日期前把費用存入銀

行  貴家長之戶口，以便銀行為學生扣數。截數日後銀行將不會轉帳，  貴家長應

親自來校申明理由才接受補交，並須繳交每天 5元之手續費，最高收費為 30元，

所得款項將捐贈慈善機構。請  貴家長及早存款，以免逾期繳交手續費及增加校務

處之工作。多謝合作。 

(註:貴家長之戶口如扣除繳費後盈餘不足 100 元，銀行將不會作自動轉帳) 

 

 



(三)餘暇活動: 

    為配合《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實施，新學年小學各級餘暇活動將按 

   《課框》的規定時間開展，全年共 30 節，每節 80 分鐘，並把成績打印在成績 

    表內。上課時間詳情請看閱 9月份派發之時間表。 

 

(四)購買校服及運動服: 

    家長可往偉記購買校服及到本校校務處購買運動服、藍色短褲、校徽、紅呔及外

套。 

    地址：筷子基沙梨頭海邊大馬路 894-904 號合和工業大廈地下 A 

聯絡電話：28556006 

    學生夏季校服規格: 

    1.男女生運動服全套為黃色。 

    2.男生校服—P.1~P.3 淺藍色短褲、配校徽短袖白恤衫。 

              P.4~P.6 灰色長褲、配校徽短袖白恤衫。 

    3.女生校服—P.1~P.6 配校徽、紅呔及白腰帶白裙(背後開拉鍊)。 

 

    校服及運動服之價格如下: 

    女生校服裙(P.1)---每套 110 元 

    男生藍短褲---每件 90 元～100 元 

    夏季運動服---每套 130 元～160 元 

    冬季運動服---每套 150 元～180 元 

外套(白色)---每件 65 元 

    校徽---每個 5元 

    紅呔---每條 10 元 

 

(五)督課: 

   為避免學生放學後荒廢時間，並為督促學生溫習及輔導家課，故校方設有課後

督課班，全年收費共$2300 元，分兩期繳費，每次 18元。 

    上督課班學生 4:30 放學。不上督課之學生 3:30 放學，家長須於 3:35 前接子女 

    放學，為方便管理學生，逾時遲走之學生將返回課室督課，倘家長有要事未能 

    準時來接，請預先通知班主任，以便安排督課。 

所有逾時放學之學生，請家長於 4:30 放學時才可接回子弟，並即時繳付當天之 

督課 18 元給班主任。多謝合作! 



(六)午膳及托管服務: 

(全學年收費共$5800 元，分兩期繳費，每次 32 元。) 

    時間：12:25-12:35(小息)  12:35-1:00(托管服務)  1:00-1:45(午膳) 

 

(七)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 10:00-12:00 在校內售賣新書(由慈惠托兒所 C門出 

    入)。家長亦可前往水坑尾街 258 號百老匯中心地庫宏達圖書中心購買。 

 

(八)九月一日(星期三)上午 8:10 舉行開學禮，10:30 放學，請穿整齊校服，攜帶書 

    包、文具及在假期內完成的作業上學。 

 

(九)九月二日(星期四)開始照常上課。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8:10~12:25 (8:00 開校門) 下午 2:00~3:30 (1:45 開校門) 

     

 

(十)本澳如遇風暴潮、颱風吹襲、連場暴雨或突發事故時，為確保學生之安全及確  

    知學生之上課安排，請家長密切留意當天發出的上課/停課及相關訊息，如本   

    校短訊及網頁、智慧校園、教青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民防行動中心、道路 

    電子屏、關閘邊境大樓的顯示屏、澳廣視電視台/電台、澳門蓮花衛視、澳亞 

    衛視、有線電視或澳門電訊等。家長毋須在颱風或暴雨時致電來校查詢。 

     

(十一)本校設有智慧校園及流動電話短訊提示服務，會以短訊形式通知家長有關學 

      校事宜，請家長填寫一位新學年短訊接收者姓名及一個澳門本地流動電話號 

      碼，以便接收學校訊息。 

(十一)本校設有智慧校園的訊息提示服務，會以微信訊息形式通知家長有關學校事 

      宜，請家長填寫一位新學年訊息接收者姓名及一個澳門本地流動電話號碼， 

      以便接收學校訊息。 

 

 

 * 請學生於六月十日（星期四）前將回條及學生學藉表一併交回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聖瑪沙利羅學校啟 

                                                       二二一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