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90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聽勢良表黨!道主嘆:安J書長:各項要空軍
敬屆主者:

有關本校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間諜日及首遇上課安排，謹列如下:

2/9 (星期一)
中一至中六級

9:00- 9:15 點名[課室]

9:15-9:45 問學校長分享會

9:45-10:00 ，台這i:

10:10-11 :30 班主任時間[課室]

11:30 放 學

3月(星期二)

中一至中六級

9:00-9:15 點名及早會[課室]

9:15-10:00 班主任時間[課室]

10:00-10:15 , 盒這J

10:15-11:00 班主任特問[課室]

11 :00團 11:15 ，白這i:

11:15-12:00 班主任時間[課室]

12:00 放學

、‘ 『一 , 可冒 . 5/9 (星期四) Day 1 
8:05-8:30 早會[諜室] 8:05-8:30 早會[課室]

8:30-9:10 Day 1 第一節 8:30-9:10 Day 1 第六節

9:10-9:50 QayJ 第二節 9:10-9:50 Day 1 第七節

9:50-10:05 ，白這i: 9:50-10:05 ，白~ 

10:05-10:45 Day 1 第三節 10:05-10:45 Day 1 第五節
10:45-11 :25 Day 1 第四節 10:45-11:25 班主任時間

11 :25-11 :35 , 這白i: 11:25-11:35 , 立白i: 
11 :35-12:15 班主任時間 11:35-12:15 Day 1 第/\、節(周會)

12:15 放學 12:15 方文 學

九月三日(星期二)至九月五日(星期四) 13:15-16:的為初中試升/童讀學生跟進班。

九月六日(星期五)起，上課時問恢復正常，是日為第一循環通(Cycle 1) 第二循環日 (Day

2) 。本校之開放時間為上午七日寄卅分至下午六日寄(星期一至五)及上午九日寄至中午十二日寄(星期

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停止開放。

請每日檢查 貴子弟之學生手冊，留意學校通告，督導家課並指導 貴子弟按時間表執拾

書本回枝上課，切勿攜帶貴重或不必要物品回校(如貴重飾物、大量金錢、傳呼機、耳筒收音

機或電子遊戲機等) ;亦請留意 貴子弟之技服及儀容，以免自不合規格而觸犯校規 o

對於台端之衷誠合作，謹致謝意。如有查詢，請致電貴子弟之班主任。(電話:

24643638 ) 
p:!::，j;立

賣家長

換禪讓ι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

S1903 

敬段者:

悉請貴家長注意下列有關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生效之上課安排:

(一) 熱替氣旋

一號或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本校照常上課

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帶氣 本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旋警告信號

以三號取代八號或以上熱帶氣 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上午 5 時 30 分前發

旋警告信號 出，除非事前已公布所有學校須全日停課，否則本
校會恢復上課。

(二)暴雨警告信號

黃色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本校照常上課

主工色 (1) 信號在上午 5 日寺 • 本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或 30 分至 6 時前 • 本校仍然開放，有當值老師駐校照顧已經抵達
黑色 發出 學校的學生，並安排學生安全回家。

(2) 信號在上午 6 日寄 • 本校停課，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至 8 日寄前發出 •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宣觀察雨勢、

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

學校。

• 本校仍然開放，有當值老師駐校照顧已經抵達
學校的學生，直至情況安全才安排學生田家。

(3) 信號在上午 8 時 • 學校繼續上諜，直至正常放學時間而情況安
或之後發出 全，學生方可離校。

(三)局部地區大兩報告

備註:

天文台己推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 J 當個別地區出現大雨，但兩勢未達至發出紅色
或黑色暴雨警告的指標時，天文台會按錄得的雨量來發放有關報告，並列出受影響的

地區及其錄得的雨量。本校會根據過往經驗，評估局部地區的大雨對本校所帶來的影

響，從而決定在「局部地區大雨報告」發出後是否停課。若認為有停課的必要，本校
會按既定程序是主動所需措施，本校會以短訊/學校網頁通知有關人士。

1. 在持續大雨及雷暴期間，雖然天氣情況未必導致所有學校停課，但家長仍然可以因應其居

住地區的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惡劣，而決定不讓子弟上學。學生如因上述理由缺謀而不

能參與校內所有舉行的測驗或考試，學校將為他們另行作出安排，而 貴子弟亦不會因此

等特殊情況而遭受處罰。

2. 菱-~-'起!最迅豆豆墊，賽，賽塾荳昂昂-長壁壘~車拉月2主企穿1至亨零三雙主庭貿主j主皮之主主;拉
三堅持j近哎，度昆主E追主:些個盟軍工丈支彈月一韋家長起~!金些賞金會拉蟲F1:f.索

V:G至立

責家長

算繼奄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81904-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r梭嘎餐、龍:嘍鋒在費拿銳、斗、警車叫
敬居支者:

為減省學生在學校繳費的時間及減少學生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的風險，本校將於二零零七年

五月份開始使用「校園智能咕繳費象統 J 以自動化本校之收費流程 o 此系統利用「繳費靈」

(PPS)之電話繳費服務，讓家長能透過銀行戶口經電話增值到學生的智能學生證帳戶內，以作

校內繳費用途。以下為有關詳情:

(一)使用智能咕設費之優點:

1.太太減少學生因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繳費所造成的風險;

2. 家長能更清楚學生於學校的各項繳費詳情及付款狀況;

(家長及學生可隨時登入本校 eClass內聯網查閱學生脹戶的收支紀錄，一目了然。)

3. 學生不能在校外使用咕內金額，確保咕內金額只作繳付學校費用;

4.100%失咕保障，倘若學生遺失智能咕，別人不可使用咕內金額、;

5. 減省學生在學校繳費的時間;

6. r 繳費靈」電話或網上轉帳，方便兼且準確無誤。

(二)智能咕校園繳費流巷里如下:

1.校方會每月發出【個人繳費通知單]通知學生需要收費的項目及金額，並透過 eClass

App 以推播訊息形式通知家長，以方便家長預先將所需繳交之費用，增值封智能咕帳

戶內;

2. 家長利用「繳費靈」以電話轉帳形式或到 OK便利店，把所需金額由銀行戶口增值到學

生的智能咕帳戶;

3. 學生在校拍咕確認繳費;

(備註:學期終結峙，學生智能咕員長戶的餘額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此外，學生智能咕

婊戶會於學生離校日寄自動終止，剩餘金額將全數退回給家長。)

(三) PPS帳戶增值之手續費:

1.每次成功轉帳 I 繳費靈」公司將收取港幣$2.1作為手續費; OK便利店貝11 收取

港幣$3.4。

2. 為減低手續費支出，本校將設定轉員長額最低為$300 ; 

3. 校方每年承擔每位商學兩次轉帳之手續費(合共$4.2)

4. 第三次及其後之增值轉候，家長需自行支付手續費，校方會在智能咕自動扣除手續費。

有關使用繳費靈繳費之詳情，可參考附買的「智能咕繳費流程圈」。如家長現已使用「繳

費靈」電話交費服務，則無需申請「繳費靈 J 戶口。未有「繳費靈」戶口的家長，請盡快開立

「繳費靈」戶口及登記「繳費靈」跟單(學校之商戶編號: 9486) 並轉帳港幣三百元正於學

生的智能咕帳戶，以便支付學校各項費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校務處 (24643638 )與職員聯絡。

此致

責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要p釋著長堇段



盟鍾的:智能咕繳費流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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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行扣除

家長戶口的繳

費靈增值金額

(3) 上一個工作天於

hoop-mI 前的增值資

料會在兩至三個工作

天後傳送到學校何服

器

(5) 學生在10:00a.m.

後智能卡帳戶增值後

必須拍卡進行繳費

附錄 (II): r 繳費靈JσP訪問設脹戶地點

屯門區:

AEON 信貸財務 渣打銀行

一屯門屯j慎街 1 號屯門市廣場 l 期 JUSCO G002 號舖 一屯門仁政街 26A 富華大廈地下

HKT 專門店 政府水務署

一屯門市廣場 1 期 2 樓 2067 號舖 一屯 r，屯喜且各 l 號屯門政府合署 7 樓

OK 便利店

屯門兆康苑商場中心店號 104
屯門悅湖商場 53-57 及 81-85 號舖

屯門友愛你愛勇樓地下 105-6 號
屯門海珠E各 2 號海典軒地下 16-17 號鑄

屯門安定串戶定祥樓 217-8 號
屯門置樂花園商場地下 129 號

屯門富泰商場地下 6 號舖
屯門美樂花園商場 81-82 號地下

屯門寶恰花園 23-23A 鋪地下
屯門翠寧花園地下 12-13 號舖

屯門寶田林寶田商場地下 6 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 213B-213C 號錯

屯門屯利街 l 號華都大道第 3 層 2B-03 號鑄
屯門蝴蝶部熟食市場 13-16 號

屯門大興串戶商場一樓 54 號
屯門青翠徑南光樓高層地下 D 舖

屯鬥山景仰商場 122 號地下
屯門富健花面地下 87 號鋪

屯門建生部商場 102 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地下 114 號舖

其他區:請參聞網頁 http://www.ppshk.comhkt/prt/web/CN 



「雛費靈 J (PPS)各項程序

1.從附錄(1)名單中還取最方便的問戶地點 鐘. 1: 請選定一組易於記憶的數

2. 開戶程序 字，每次透過電話進行轉最

a. 帶備銀行提款哇，到選取地點透過終端i 重金里。

機開戶主主:請選定一組易於記憶的數

b. 在終端機笙生及輸入提款咕密碼 字，每次使用網上進行轉婊

C. 選取文員長戶口(如咕內戶口超於一個); 1 特使用。

d. 輸入「五位數字繳費靈密碼 J (註1)主主:請妥善保存性主義，日後登記

e. 輸入八位數字密碼(註 2) 員長單時，須輸入

正確認 r繳費靈戶口編號 i

g. 取回一張收據，內附

i. r 繳費靈戶口編號J (註 3)

i1.選取的文員長戶口號碼及其他資料

登記脹單 11.致電 18013

(只需做 12. 登記脹單(按"1 ") 
一次) 13. 輸入「繳費靈戶口編號 J (註 3)

4. 輸入商戶編號一輸入"9486" (註 4)

輸入學生編號一在智能咕面的學生編號(註 5)

繳費程序 11.校方每次進行集體收費時，將發出家長信通i主主 a.學生員長戶內的金額不足，

知，家長可按學生員長戶內的結存而盤主金| 將引致校務處職員及學生
額 ! 不便，懇請家長配合

2. 學生將於家長信指定日期拍咕確認繳款 b.智能咕不能用於校內小食

3. 如學生貝長戶內的金額不足，學生未能成功確i 部及校外購物

認繳款，家長須於當晚將足夠金額透過「繳

費靈」轉其長到學生脹戶內，笠日學生到校務
處拍咕繳款(註 6)

繳費/轉脹 11.致電 18033
2. 繳付員長單(按" 1 ") 
3. 輸入「五位數字繳費靈密碼 J (註 1)

4. 輸入商戶編號一輸入"9486" (註 4)

輸入學生編號一在智能咕面的學生編號(註 5)1

5. 輸入繳付金額(註 7) 一金額將轉脹到學生脹l

戶內 1 

6. 確認(按叮")

7. 記下敏款編號，以使自後查詢

(女臼未能肯定是否成功轉員長，可致電

18013 '按"2"並輸入繳款編號，即可確定)

奎聞學生 11.登入 E-Class 網站:
員長戶

I
W准
)

錄
一
設1
次

附
一
閱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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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生:浸信會永隆中學的商戶編號

編生學
)

{
主
川
卅

數
一
位

，
立
一

•...... 
A 

船
主
則

明
h
M

為
時

-
w

-
u號幻

一

言主 7: 基於每次轉脹 r 繳費
靈」公司將收取港幣$2.1

作為手續費，為減低手續
費支出，本校將設定轉貝長

額最低為$100

2. 按以下步驛查看戶口結存及紀錄:

a. 選擇“我的智能卡紀錄"

b. 選擇“學校紀錄"

C. 選擇“戶口結存及紀錄"
d. 顯示“戶口結存及紀錄"視窗

這盟賣

還芸芸芸D
雷帽董忠字

是P增咀船長

e. 盤盤盤蠶蠱
12007-'1-081003 

翼翼盤驅 噩噩噩
，歡聲

貝長戶梅止|脹戶將於學生離校時終止，剩餘金額將退回給家長



敬屆交者: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借用儲物撞事宜

S1905 

為減輕同學書包的重量，本校特設有儲物櫃供每位同學借用，惟同學必須遵

守有關借用守則。現將守則言羊子的口下，同學必須填妥下列同意書，方可借用。

如有違反下列借用守則，將被校方處分及被奪借用儲物櫃之權利。敬請叮囑
貴子弟通當使用是項設施。另外，為鼓勵學生專注學習及保障學生的財物安

全，學生不得攜帶貴重及與學習無關的物品。如有任何疑問，可與當11 導組老師

聯絡。

借用儲物櫃守則

(一) 儲物櫃乃學校公物，同學必須愛護公物，小心妥善使用立在保持原狀，不

得毀壞或弄污。學生不得在櫃之內外掛貼任何物件及記號。

(二) 同學將依班號分自己儲物櫃'並自行加鎖及時刻鎖上以作保安之屑。同學

不得把儲物櫃轉借別人，亦不得代儲存他人物品。同學不得在上課、轉

堂或空堂時提存物品，校方將會處分違規同學。若同學忘記於指定時間

內提取上課所需物品，貝lJ 當久帶上課應用物品論。

(三) 儲存於櫃內之物品應為本校認可使用的書簿文具，其他與課業無闋的物

品均不得儲存於櫃內，尤以違禁品、體育服裝、鞋、食物、飲品、潮濕

或易於發臭之物品等更不應存放櫃內。

(四) 存放儲物櫃內之物品若有遺失或過盜竊，本校概不負任何責任。故此凡

貴重物品或金錢皆不應存於儲物櫃內。

(五) 為了監察同學有否履行以上守則，校長授權之老師有權開敢儲物櫃檢

查，同學必須合作。

(六) 儲物櫃借用期由辦妥借用手續日起至本學年期終考試最後一天止，在該
天前必須清理櫃內之物品及聞改櫃門鎖，把儲物權交還校方。

(七) 同學必須在各統一測驗及考試前，把課本帶回家中作溫習之用。

(八) 每位借用儲物權同學必須填妥下列同意書，方可借用，如有違反下列借

用守則，將被校方處分及被奪借用儲物權之權利。

(九) 本守貝11女口有未完善之處校方得隨時修改，同學須遵守最新公佈之守則。

此致

責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言革后支



S1906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學生操行報告書及技服換季事宜

敬屆主者: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學校將定期印製學生操行報告書予家長審閱。學生在校

之槃恁紀錄將按時紀錄在該報告書上，並會分八期印發予家長參考，敬希 台端多加留意。日

期如下:

期數 123 4 567 8 

日期 I 211 0 I 2511 0 I 22/11 I 811 , 26/2 , 114 , 15/5 , 1317 
不論學生之獎懲紀錄是否有所增添'學生均會按時收到操行報告書，故家長可按時向學生

索聞報告書。家長在審閱報告書後必須簽署，學生亦須將已簽署的報告書交回雄主任存檔。若

家長對報告書內的獎懲記錄有疑問，可聯絡負責老師、班主任或合1/導老師。

另學校園應氣候的改變而轉季，有關事宜的安排如下:

日期 事項 備註

219/2019-211112019 夏季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4111/2019-2911112019 過渡期(夏轉冬) 同學可按天氣自行決定穿著夏季或冬季技服回校。

2/12/2019-221212020 冬季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技服回校

2512/2020-3/4/2020 過渡期(冬轉夏) 同學可按天氣自行決定穿著夏季或冬季技服回校。

16/4/2020-141712020 夏季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技服回校

除換季的日期外 9 敬請學生及 台端留意以下的事項:

l.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一般規定可參閱學生手冊內的校服儀容規則。

2. 當香港天文台氣溫為攝氏 12 度或以下或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時，學生可加穿羽絨或

其他明顯比校摟保暖的禦寒衣物，顏色為黑色、白色、灰色或深藍色。此外，學生亦可加

穿純白色的長柚內衣。

3. 當香港天文台氣溫為攝氏 12 度或以下或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時，女生可不穿校裙而

改穿深灰色直腳、無裙、晴袋長西褲。女生亦可選擇改穿學校整套運動服，但務必加穿校

樓、羽絨或其他明顯比校棲保暖的繁寒衣物。

4. 若天氣寒冷，同學可佩戴黑、白、灰或深藍的頭巾及手襪。

5. 如當天有運動諜，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田枝，包括社衣、運動長褲及白色為主運動鞋-

6. 為保持校服的一致性，冬季運動服外套不可搭配校服穿著。

此致

貴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鼻、



敬嵐者: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功課政策

S1907 

本校為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學務組老師訂立繳交功課程序及處理欠交功課制度，期望學生

能重視每一次學習機會。盼責家長能與學校共同合作，敦促 貴子弟在學業方面力求向上，

更進一步。

(一}繳交功課程序
(磊科科長白一-

1. 星期一早會 :8:20- 8:30 收集功課

;2. 星期二至星期五早會 :8:05- 8:1S 收集功課

~3. 即時點數，填妥【欠交功課記錄表] (一式兩份). 一份隨同點名冊交校務處職員記錄
• 另一份連同功課在早會時間放在一樓料任老師之簿櫃內。

{二}有觀功課之獎懲方法
1 獎勵

a. 全學年分為兩個學期，若學生在每個學期交齊功課，可獲優點一個，全年最多可
取得兩個優點。

b. 初中學習獎勵計載:

@獎勵一:全學年分為兩個學期，若學生在該學期交齊功課，可獲頒嘉許獎狀。

@獎勵二:全年交齊功課，可獲頒獎座及嘉許獎狀，以示鼓勵。

2. 懲罰(每學期}

累積欠交次數 言11導組

唱 o 次 缺點處分

20 次 缺點處分

30 次 缺點處分

30 次或以上，
缺點處分

每 5 次記一缺點

(三}處理欠交功課之程序
學務組
1 於 Day7 統計各班欠交功課數據;

處理方法

班主任及助理班主任按學生的情況，加以跟進

班主任及助理班主任聯同學務主任約見家長、專案處理

2. 於 Day2 交數據給各班主任，學生可於 e-class 查閱;

3. 於操行報告書顯示學生之欠交功課數據;

此致

責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離譜子
謹是文



敬屆主者: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牽挂處理.緊急!噎法早在集

S1908 

教育局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發出第 912015 號通告，建議學校在緊急情況下作出的各

項安排。該通告述明，自惡劣天氣以外的緊急情況(例如傳崇病傳播、個別地區嚴重水浸、交

通嚴重阻塞或社會事件等) ，教育局以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或會建議全港或個別地區

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停課。

1.經本校法團校董會全面評估及深入商討後，於上述情況下，本校會依照教育局的建議停

諜。換言之，當教育局發出停課建議的公布，家長不應送貴子弟回校。

2. 就本校停課的安排，請家長留意載於家長、學校網頁或學校短訊的公布。

3. 為配合實際需要，本校在停課期間會安排適當數目的教職員當佳，處理技務及回答家長查

詢。如有家長未能安排親友照顧 貴子弟，請與本校校務處職員聯絡(電話:

24643638) ，以便另作安排。
4. 停課期間午膳供應將會暫停。因此，如貴子弟因特殊情況需於停課期間回枝，家長應自行

安排接送及午膳，而貴子弟須穿羞校脹，並在正常上課時間內回校。

5. 停課期聞所有考試、測驗、課外活動將會延期或取泊。除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另行公布，

否則由該局舉辦的公開考試會如期舉行，學生須依持應考。務請留意該局的相關公布。

6. 為兔干擾學生的學習，本校會為學生安排停課期間的學習材料及課外讀物，並上載至學校

網頁。請家長留意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T藹可主障貴子弟的安全，本校勸喻家長讓子女在停課期間留在家中。

8. 本校已上載學校處理緊急情況政策於學校網頁。如有需要，歡迎家長致電查詢。

此致

責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現將
謹鼠



敬敢者?

漫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使用事宜

S1909 

為方便同學完成學校資訊科技習作及加強同學於網上的學習，本校於上課目的午膳

及放學時間均會開放學校電腦室供每位同學借用，惟同學必須遵守有關借用守則。現將

守則詳列如下，同學必須填妥下列同意書，方可借用。如有違反下列借用守則，將被校

方處分及被奪借用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之權利。敬請叮嚀 貴子弟適當使用是項設施。

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使用守則

(一) 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乃學校公物，同學必須愛護公物，小心妥善使用並保持原

狀，不得毀壞或弄污。

(二) 未經老師許可，同學不得自行使用課室內的資訊科技設備。

(三) 同學可於午膳及放學時到電腦室使用電腦作學習之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時必須先向資訊料技領神生登記，交出學生証，並按照指定編號入座。

(四) 同學如發現學校資訊4科技設備有任何故障或損壞，應立即通知老師或資訊科技

技術員。

(五) 校園內，嚴禁下載、瀏覽及存放任何侵犯知識產權、淫褻及不雅的物品。

(六) 同學應好好保管校內系統的個人密碼，密碼亦不應向其他人透露。

(七) 同學於學校內聯網象統內不得濫發電郵。

(八) 同學於討論區內不應發放含排謗、人生攻擊的訊息。

(九) 為了監察同學有否覆行以上守則，學校已安裝有監察功能之保安軟件，如有需

耍，校長授權之老師、職員亦有權問居文學生帳戶的檔案檢查。

(十) 每位借用學校資訊料技設備同學必須填妥下列同意書，方可借用，如有違反下

列借用守則，將被校方處分及被奪目後使用之權利。

(十一)本守則如有未完善之處校方得隨時修改，同學須遵守最新公佈之守則。

此互支

責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先離海
謹敢



S1910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零年度

"在頭f主理 eCl:型設電.T..闖進章:在鈺

敬敢者:

本校由 2005 年起使用 eCiass 內聯網系統至今運作暢順，各樣功能發展漸趨成熟。為秉

承支持環保、減碳的目標，並進一步提升家校通訊的效能，本校將逐步透過 eClass 內聯網系

統(bttp://eclass.bwlss.edu.hld及 eClass A仰，以電子形式發放學校通告及學校宣佈，使用智

能手機的家長可利用 eClass App 查閱學生考勤紀錄、校厝表、電子繳費戶口及簽覆電子通

告，更可收到由學校所發出的即時訊息(推播訊息) ，以加強與家長的聯繫。

校方為每位家長免費問設 eClass 內聯網及 eClass App 家長智

能手機應用程式的家長帳戶。本年學校會將「全校性 J 及「全級

性」的通告，透過 eClass 內聯網象統以電子化方式發放。

此外，有關各項電子通告及家長戶口使用方法和流程已羅列於

附錄中，請家長細心查間，或參考[本校網頁]一>【網上學習]一>

【 IT 自助教室]部份。如家長對電子通告、內聯網家長戶口或

eClass App 智能手機應用手呈式使用上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4643638 與學校聯絡。

此致

賣家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魏 游
謹后主



的錄一: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App/電子通告象說常見問題

1. 家長怎樣知道校方有通告發出?

答:校方一般會在上課日向家長發出通告，當天若有通告發出，校方會通知學生寫上手冊記

錄及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發放免費的短訊提示。家長可透過內聯網或利用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閱覽及四覆相關通告。

2. 家長忘記回覆相關通告，情況會怎樣?

答:校方一般會利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免費的短訊發出有關回覆提示。但這樣將會延誤學

校處理貴子女在學及相鶴的事宜，故務請家長配合，盡早簽回通告。

3. 家長如忘記了帳戶手曰:密碼怎麼辦?

答:如家長忘記了帳戶和密碼，必須以家長信作書面申請重設密碼，並交回校務處。校方重

設密碼後會把新的帳戶和密碼資料透過學生交給家長。

4. 家長可否經常檢閱已閱覽及回覆的通告?

答:歡迎家長經常利用內聯網平台或智能手機應用程式，撿查己閱覽及回覆的通告。家長可

透過 eNotice 電子通告平台鵑覽有關系己錄。

5. 家長以電子通告田覆會否被其他人冒簽而不知道?

答: 家長回覆電子通告後，象統立即會利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免費的短訊發出有關已簽署

通告提示。如家長發現有任何異常情況，可立即通知學校。

附錄二 eClass App 介紹及下載
eClass App 介紹

eClassApp 由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開發，可支援 iOS 及 Android ~統。應用手呈式可與

eClass 系統整合，讓家長全方位照顧子女學業，第一時間清晰了解子女在校情況。

下載 eClass App 
家長可從以下途徑免費下載 eClass App : 

1. 使用智能手機直接從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掃描以下 QR Code 下載 eClass 應用程

式;

App Store 
:1 3G C'可 取吋 ."，翱幫手

戶。CIaSS即.;;

穿越 砂 ê ,e-'! 

工三咒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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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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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錄三:登記，及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App 

1. 首次登記

如家長首次登記，開啟程式後，請按下列程序進行:

i.輸入學校名稱 (輸入 b 字會出現浸信會永隆中學還項)

ii.輸入家長 eClass 戶口的登入名稱 (例子: p20461234) 
i i i.輸入學校為家長預設的密碼，然後按 r 登入』

iv. 登入後Ii我的帳戶』頁面會顯示家長所有已登記 eClass app 
v. 選擇子女帳戶，進入首頁查閱有關子女資料。

2. 

日

曰
田

2. 聞啟功能表

Android 象統智能手機

vi i. 家長可隨時點還左上角圖示開啟功能表

viii.功能表展開後，點還所需項目，前往相

關頁面

學主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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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í.家長可隨時，警告還下方所需項目，前往相關頁面

或點還 r mo陪」圖示已開啟更多功能表還項
viií.史多功能表還項展開後，點還所需項目，前往

相關頁面

~>I回
~=參 考?皇島主E語

正三錯假

家議表

緻費紀錄

設厝表

par穹吋 workshop rer呵呵 er

201 三~o-C9 /于

蓋章 制 豆豆 的 草書



回條

敬覆者:

聞課日及首遞上課安排各項事宜(S1901)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閉課日及首遇上課安排等事宜。本人定當督促敝子弟遵守校規，並

依時上課。

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S1903)

頃聞來函，知悉有關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生效之上課安排 o

「校園智能咕繳費象統 l 事宜(S1904)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校園智能咕繳費系統」事宜，並將於九月八日或之前轉帳盪笠二主

元於學生的智能咕帳戶，以便支付各項費用。

借用儲物櫃用意書(81905)

頃閱來函，知悉借用學校儲物櫃之安排，並同意叮囑敵子弟遵守以上守則。

學生操行報告書及技服接季事宜的1906)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學生操行報告書及校服換季事宜之四條 G

功課改革及「自強學習計劃 I (81907) 
頃間來函，知悉有關功課政策內容。本人願與校方緊密合作，幫助敞子弟建立良好學習

態度及習慣。

學校處理緊急情況政策(81908)

頃閱來函，如悉有關學校處理緊急情況政策各項安排，本人定當督促 赦子弟留意。。

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使用事宜(S1909)

頃間來函，知悉借用學校儲物櫃之安排，並同意叮囑敲子弟遵守以上守則。

有關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系統(S1910)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系統之安排，本人定當好好保管有關帳戶，並

按時簽署學校的電子通告。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月王別: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一九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