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事務處
儲物櫃租用服務指南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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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於網上預留儲物櫃位置

步驟 1 瀏覽學生儲物櫃服務網頁。

http://sa.hkbu.edu.hk/cls/goto/locker

合資格申請人士
香港浸會大學
本科生課程學生、研究院課程學生，以及電影學院高級文憑
學生

步驟 5

按
以檢視儲物櫃地點圖片及地圖，揀選你屬意
的儲物櫃地點 (注意：括號內的$50 為儲物櫃的租
借費用)，然後按"Reserve"。(圖 3)

步驟 2 在程序開始前，請仔細閱讀指引。
步驟 3 輸入你的(1)學生編號；(2)密碼；(3)驗證碼，然後按
Sign In”。(圖 1)

持續教育學院
副學士課程學生、音樂學文學士學生
開始申請日期：
學生組別

本科生課程學生
其他合資格申請人士

II.

開始申請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8 月 12 日
0時0分
2017 年 9 月 2 日
0時0分

申請程序
登入網址選擇儲物櫃的位置

步驟 4 登入後，按"Reserve a locker" 開始。(圖 2)

步驟 6 完成後螢幕上將會出現繳費提示，閱畢後請按
"Back" 返回主頁。(圖 4)

於隨後的 3 個工作天內繳交租
借費用，並保留收據

等候 4 個工作天

請從校內電子郵箱或學生事務
處網頁查看核實結果

如果在繳交費用後的 4 個工作天內仍未
收到電子郵件的確認信，請攜同銀行收
據在第 5 個工作天到學生事務處查詢(逸
夫校園 永隆銀行商學大樓 401 室)

步驟 7 網上預留程序完成後，請於隨後的 3 個工作天內向
銀行繳交租借費用。(請留意第 5 部分)

重要事項！
若你在預留程序完成後的 3 個工作天內 仍未繳交租借費用，本系
統將自動取消是次預留紀錄。

最後更新日期: 7/2017

IV. 如何取消儲物櫃預留紀錄 / 刪除已租借的儲物櫃

重要事項！取消/刪除步驟不能還原，而所有已繳交的儲物櫃租借

如果你想取消原有的儲物櫃預留紀錄或刪除已租借的儲物
櫃，請參考以下程序：

V. 如何繳交儲物櫃租借費用

步驟 1 重覆第 3 部分步驟 1 至 3。



費用亦不會獲得發還。

步驟 2 按“View my record” 開始取消/刪除程序 (圖 5)

步驟 3 取消儲物櫃預留紀錄，按“Cancel Reservation”；
刪除已租借的儲物櫃，按“Delete Reservation”。
(圖 6 及 7)

步驟 4 網上取消/刪除程序完成後，你可依照第 3 部份「如
何預留儲物櫃位置」的第 1-7 個步驟重新開始申請儲
物櫃。

於任何貼有「繳費易」或「繳費服務」標誌的自動櫃員機繳
費 (建議使用 !)
步驟 1

將提款卡插入自動提款機內並輸入密碼
（註：如有需求，請先選擇繳費戶口。）
步驟 2 選擇 「繳付賬單」->「教育學府-大學」-> 「香港
浸會大學」
步驟 3 選擇賬單類別，‘03’代表「儲物櫃費用」
i. 使用「繳費易」
，請選擇「03 儲物櫃費用」
ii. 使用「繳費服務」
，請按「03」以確認。
步驟 4 輸入賬單戶口號碼，即在你的 學生編號 後加上
‘201’。例如：如果你的學生編號是‘12345678’，
那麼你的賬單戶口號碼就是‘12345678201’
步驟 5 輸入應繳付的金額：50
步驟 6 當屏幕上顯示了確認畫面後，請核對清楚自己所輸
入的資料是否正確，然後按「是」或「確認」
步驟 7 請列印收據以作為繳費證明



5
6
7
8



以繳費靈繳費

步驟 1

若首次使用「繳費靈」服務，你必須先攜同提款卡或具有
提款功能的信用卡到就近的「繳費靈」終端機開立一個繳
費靈戶口，以及設定「繳費靈」電話密碼及「繳費靈」網
上密碼。
有關「繳費靈」終端機的位置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ppshk.com/hkt/prt/Web/ch/；
你亦可選擇在辦公時間使用位於大學財務處的「繳費靈」
終端機登記。 (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 802 室)

步驟 2

成為「繳費靈」的登記用戶後，請先撥電話‘18013’(廣東
話)，或登入「繳費靈」網站(www.ppshk.com)登記賬單。

輸入你的「繳費靈」戶口號碼

輸入大學之商戶編號：‘9158’

選擇賬單類別，‘03’代表「儲物櫃費用」

輸入賬單戶口號碼，即在你的 學生編號 後加上
‘201’。例如：如果你的學生編號是‘12345678’，
那麼你的賬單戶口號碼就是‘12345678201’。

使用網上繳費服務繳費
若你是以下任何一間銀行的網上用戶，你可以透過所屬銀行
的網站繳費：
• 中國銀行
• 交通銀行
• 中信銀行(國際)
•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 創興銀行
• 花旗銀行
• 大新銀行
• 星展銀行
• 富邦銀行
• 恆生銀行
• 匯豐銀行
• 工銀亞洲
• 渣打銀行
• 上海商業銀行
• 東亞銀行
• 永隆銀行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那麼你的賬單戶口號碼就是‘12345678201’。
選擇賬單類別，‘03’代表「儲物櫃費用」
。
輸入應繳付的金額：50
選擇支賬戶口 (若你擁有多於 1 個可用的帳戶)
請核對清楚自己所輸入的資料是否正確，然後按「是」或
「確認」
步驟 9 請列印收據以作為繳費證明

步驟
步驟
步驟
步驟

1
2
3
4

當你登入了網上賬戶服務後，請選擇「繳付賬單」。
選擇「教育機構」
選擇「香港浸會大學」
輸入賬單戶口號碼，即在你的 學生編號 後加上
‘201’。例如：如果你的學生編號是‘12345678’，

步驟 3

撥電話‘18033’ (廣東話)，或登入「繳費靈」網站
(www.ppshk.com)繳付賬單。請依照指示來輸入繳費資料，
資料同上，並輸入應繳付的金額：50。

步驟 4

記下付款編號以確定繳費完成。

重要事項！

-「轉帳」及「現金存款」不適用於繳交儲物櫃租借費用。
- 在尚未收到有關儲物櫃的租用確認前，請將收據妥為保存。

VI.

儲物櫃租借結果的確認通知
同學在繳交費用後，需等待 4 個工作天 ，方可獲
得儲物櫃編配結果的通知。
2. 確認通知將會直接發送至同學的大學電郵；同學
亦可從網頁中獲知結果：
1.

http://sa-sys.hkbu.edu.hk/locker

3.

(按“View my record”).
如果在繳交費用後的 4 個工作天內 仍未收到電子
郵件的確認信，請攜同收據在 第 5 個工作天 到學
生事務處查詢。
最後更新日期: 7/2017

事務處。否則，租用者可能需要負上全部責任。

VII. 儲物櫃的使用須知
1. 當你收到儲物櫃租借結果的電郵確認通知後，儲物櫃的

租用期隨即開始，直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為止。
2. 同學在使用儲物櫃時，需要自備門鎖。而基於安全理由，

本處建議同學盡量使用傳統的門鎖，至於以下的門鎖(密
碼鎖)則為不合規格的儲物櫃門鎖，同學應盡量避免使
用：

查詢：學生事務處 3411 5894

附錄 1 – 儲物櫃位置一覽 2017/2018
位置
善衡校園
1 溫仁才大樓
(OH)
逸夫校園
2 思齊樓
(DLB)
3 永隆銀行商
學大樓
(WLB)

樓層

費用

儲物櫃編號

儲物櫃數量

L5
L6

$50
$50

A0001-A0588
K0001-K0096
Total:

588
96
684

D0001-D0108
F0001-F0096
H0001-H0360

108
96
360

Total:

564

L1
L3
L2

$50
$50
$50

電郵：salocker@hkbu.edu.hk

網頁： http://sa.hkbu.edu.hk/cls/goto/locker

浸會大學道校園
4 傳理視藝大
L1
L2
樓 (CVA)
L4
5 教學及行政
L5
大樓
L6
L7
(AAB)

$50
$50
$50
$50
$50
$50

A0613-A0684
A0685-A0768
A0769-A0804
M0001-M0360
M0361-M0747
M0748-M1104
Total:

72
84
36
360
387
357
1296

6.

基於安全理由，任何學生都不應在未得本處許可的情
況下擅自剪鎖 (包括租用者自備之門鎖)。若租用者需
要剪鎖，請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大學將收取剪鎖
費用$20，再由保安組同事安排剪鎖。

7.

非法佔用儲物櫃者，會被罰款$100 及受到紀律處分，
而櫃內的所有物品亦將會被沒收，並不獲發還。

8.

儲物櫃租用者必須於租用期限前，即該年度 6 月 30
日前清理儲物櫃內所有物品。否則，大學將會進行剪
鎖，並將櫃內所有物品全部沒收而不作另行通知，而
有關的學生亦會被罰款$100。同學若因未能如期清理
儲物櫃而帶來財物損失，大學概不負責。

9.

如有需要，大學有權調動儲物櫃的位置。

10. 租用者若違反上述任何一項儲物櫃使用守則，將有機
會被收回其儲物櫃的使用權。

大學有 權隨時 因應情 況對 上述規 則及事 項作出 修
訂。

附錄 2 – 儲物櫃使用守則
1.

儲物櫃的使用權不能轉讓他人，儲物櫃的使用權只屬
於已繳交租借費用的同學，故同學不應多人共用儲物
櫃。

2.

儲物櫃屬於大學物品，租用者不得任意塗污，以及張
貼貼紙、宣傳物品、紙張等於儲物櫃內外。

3.

同學應避免存放貴重物件於儲物櫃內。儲物櫃內嚴禁
放置違禁品、易燃物品、危險化學品、爆炸性物品、
任何攻擊性武器、動物和易腐壞物品。

4.

為免儲物櫃被非法佔用，儲物櫃應時刻鎖上。同學對
儲物櫃內放置的物品須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在任何情
況下，儲物櫃內任何物品如有失竊或損毀，大學概不
負責。

5.

如發現儲物櫃有任何損壞，租用者務必立即通知學生
最後更新日期: 7/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