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000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敬敢者:
興建F基掌護主t譯者轉金空黨專車.

有關本校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間諜日及首遇上課安排，謹于村口下:
1. 1月/2020 (星期二)開學禮a班主任時間

級別 (學生進入開學該禮級全時體間學(2生0 分Te鐘am)s 群起) (學生進入該班班主學任生時T閱eams 群起)
中一 9:00am-9:20am 9:30am-10:00am 
中二 9:30am-9:50am 10:00缸n-10:30am
中二 10:00am-l0:20am 10:30am-11:00am 
中四 10:30am-10:50am 11 :00am-11 :30am 
中五 11 :00am-11 :20am 11 :30am-12:00nn 
中六 11 :30am-11 :50am 12:00nn-12:30am 

2. 2-3/9/2020 (星期三至四)回校領取手冊、技簿、筆記及學習物資;為中一學生拍攝相片
a) 安排各級學生分階段回校取回物資，包括:手冊、校簿、各科筆記及學習物資。
b) 學生務必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合適的儀容並配戴口罩回校;如過發燒或身體不過，請留

在家中或請家長協助取回物資。

c) 中一學生於領取物資後，由班主任及助理班主任帶往禮堂拍攝學生照片，其他級別學生
將沿用去年的學生相片。

曰

中四五中六級

2/9(三)不用上課

中一中三

3/9(四)不用上課

l 中六級退還導修課簡介會* 1 1: 00位n-11:20aml
|(已申請退還學生必須出

九月八日(星期二)起，上課時問恢復正常，是目為第一循環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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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星期一至五)及上午九日寄至中午十二
時(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停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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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致

貴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 

d句駝2禮、、

可后敢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五二零二一年度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

820003 

敬居立者: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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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氣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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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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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貝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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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1)信號在上午 5 時 • 本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或 30 分至 6 日寺前 @ 本校仍然開放，有當值老師駐校照顧已經抵達

11 站
發出 學校的學生，並安排學生安全田家。

(2) 信號在上午 6 日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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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觀察兩勢、

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

學校。
@ 本校仍然間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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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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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部地區大兩報告

備註:

天文台己推出「局部地巨大兩報告 J 當但別地區出現大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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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發出後是否停課。若認為有停課的必要，本校

會按既定程序鼓動所需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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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茵上述理由缺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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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民黨最迅支鐘韓變攀查局局長表墅，主習推月益公技優墾壘，主JIj學主j章良J一直.主萃
擇持昂昂J達2且在通車也:個哩，家之

t七至立

賣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雙手繼響



敬敢者: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情?換輿費蜓，嘍吭聲色釁

820004-1 

為減省學生在學校繳費的時間及減少學生攜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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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智能咕繳費象統 J 以自動化本校之收費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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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咕雛費之優點:

1.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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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聯網查閱學生員長戶的收支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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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咕校園繳費流程如下:

1.校方會每月發出[但人繳費通知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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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到智能啥樣

一一一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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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智能。吉帳戶;

3. 學生在校拍咕確認繳費;

(備註?學期終結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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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脹戶會於學生離枝特自動終止，剩餘金額將全數退回給家長。)

(三) PP8帳戶增值之手續費:

1.每次成功轉帳 r 繳費靈 J 公司將收取港幣$2.1作為手續費; OK便利店則收取

港幣$3.4。

2. 為減低手續費支出，本校將設定轉最額最低為$300 ; 
3. 校方每年承擔每位同學也去轉帳之手續費(合共$4.2 ) 
4. 第三次及其後之增值轉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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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附頁的「智能咕繳費流程圈 J 。如家長現已使用「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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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靈 J 戶口及登記「繳費靈」脹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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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文仕學校各項費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校務處 (2464 3638) 與職員聯絡。

此致

責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算繼離故



監室主 (1) :智能咕繳費流程圖

(1)家長利用

繳費靈增值

@φ+. 

掰開攝制

S20004-2 

(4) 學校每天會臨臨盤驅瓣囉體鹽鹼鐵路
於9:30a且更新~;三勾結起的興霉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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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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p.m. 前的增值資

料會在兩至三個工作

天後傳送到學校何服

哭

、九一一c-

(5) 學生在10:00a.m.

後智能卡帳戶增值後

必須拍卡進行繳費

盤盤 (II): r 繳費靈 J (PPS)開設脹戶地點

屯門區:

AEON信貸財務 渣打銀行

一屯門屯順街 1 號屯門市廣場 1 期 mSCO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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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政府令著 7 樓

OK 侵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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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鬥友愛你愛勇樓地下 105-6 號
屯門海珠路 2 號海典軒地下 16-17 號舖

屯門安定你定祥樓 217-8 號
屯門置樂花圈商場地下 129 號

屯門富泰商場地下 6 號舖
屯 r~ 美樂花園商場 81-82 號地下

屯門寶怡花園 23-23A 舖地下
屯 r，翠寧花園地下 12-13 號鋪

屯 r，寶田部寶回商場地下 6 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 213B-213C 號舖

屯門屯利街 1 號華都大道第 3 層 2B-03 號舖
屯鬥蝴蝶串戶熟食市場 13-16 號

屯門大興郝商場一樓 54 號
屯門青翠徑南光樓高層地下 D 舖

屯門山景都商場 122 號地下
屯門富健花園地下 87 號舖

屯門建主串戶商場 102 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地下 114 號舖

其他區:請參閱網頁 http://www.ppshk.comhkt/prt/web/ch/ 



堅笠豆豆
閱設脹戶

(只需做

一次)

..( 

820004-3 
「繳費靈 J (PPS)各項程序

1.從附錄(1)名單中還取最方便的問戶地點 |主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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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

a. 帶備銀行提款咕 T 封遺乖地點透過終端i 重金度。

機問戶註2:請選定一組易於記憶的數

b. 在終端機查主及輸入提款咕密碼 字，每次使用網上進行轉脹

C. 選取文員長戶口(如咕內戶口超於一個); 1 日寄使用。

d. 輸入「五位數字繳費靈密碼 J (室主 1) 1主立:請妥善保存技莓，日後登記

e. 輸入八位數字密碼(註 2) 脹單時，須輸入

正確認 r繳費靈戶口編號j

g. 取回一張收據，內附

Î. I 繳費靈戶口編號J (註 3)

iÎ. 選取的文員長戶口號碼及其他資料

登記員長單 11.致電 18013 主主:浸信會永隆中學的商戶編號

(只需做 12. 登記脹單(按"1 ") 為 "9486"
一次) 13. 輸入「繳費靈戶口編號J (註 3) 主立:只輸入八位數字學生編

號(例如 :2011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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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豆. a.學生脹戶內的金額不足，
知，家長可按學生婊戶內的結存而盤主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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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啥不能用於校內小食

3. 如學生脹戶內的金額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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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其長到學生員長戶內，笠臼學生到校務

處拍咕繳款(註 6)

繳費/轉脹 1 1 致電 18033 言主 7: 基於每次轉脹 I 繳費

靈」公司將收取港幣 $2.12. 繳付婊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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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輸入繳付金額(註 7) 一金額將轉員長到學生員長

戶內

6. 確認(按"1") 
7. 記下鐵款編號，以使自後查詢

(如未能肯定是否成功轉脹，可致電

18013 '按"2們並輸入繳款編麓，即可確定)

查閱學生11.登入 E-Class 網站:

員長戶

2. 按以下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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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結存及其己錄"視窗

e 聽罷給電話沾自揖蟬扭轉輯暉轎車晶晶晶掛蝠單晶鵲嗶鸝臨這碰

1 2007-11-0810:03 監事實

.&.$觀賞

還主豆豆豆豆
豆豆槍實祖師

:5J 增湛品èJ茅

員長戶梅止|員長戶將於學生離枝特終止，剩餘金額將退回給家長

作為手續費，為減低手續
費支出，本校將設定轉婊

額最低為$100



敬敢者: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借用儲物櫃事宜

S20005 

為減輕同學書色的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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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守貝IJ 詳列如下，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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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導組老師

聯絡。

借用鐵物櫃守則

(一) 儲物櫃乃學校公物，同學必須愛護公物，小心妥善使用並保持原狀，不

得毀壞或弄污。學生不得在權之內外掛貼任何物件及記號。

(二) 同學將依班號分配儲物櫃，並自行加鎖及時刻鎖上以作保安之用。同學

不得把儲物權轉借別人，亦不得代儲存他人物品。同學不得在上課、轉
堂或立堂時提存物品，校方將會處分違規同學。若同學忘記於指定時問

內投取上課所需物品，貝IJ 當欠帶上課應用物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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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盜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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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內。

(五) 為了監察同學有否履行以上守則，校長授權之老師有權問敢儲物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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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支櫃門鎖，把儲物櫃交還校方。

(七) 同學必須在各統一測驗及考試前，把課本嘻田家中作溫習之用。

(八) 每位借用儲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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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IJ 0 

此致

貴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主義

寫下
言堇居之



820006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學生攝行報告書及校服換季事宜

另學校因應氣候的改變而轉季，有關事宜的安排如下:

日期 事項 備言主

119/2020-31110/2020 夏季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2/1 112020-27/1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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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枝。

30/1112020-27/212021 冬季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技服回校

113/202卜31/3/2021 過渡期(冬轉夏)同學可按天氣自行決定穿著夏季或冬季校服田枝。

12/4/2021-13/7/2021 夏季 同學t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除換季的日期外，敬請學生及 台端留意以下的事項:

1.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肢，一般規定可參閱學生手冊內的技服儀容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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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明顯比校棲保暖的禦寒衣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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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但務必加穿校

樓、羽絨或其他明顯比校棲保暖的禦寒衣物。

是. 若天氣寒冷，同學可佩戴黑、台、友或深藍的頸巾及手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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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冬季峙，學生可加穿淺灰色長柚運動社衫，惟此長柚運動社衫不可與技服用穿。

生七至立
責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舞謹故



敬屆主者:

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五二零二一年度

功課政策

820007 

本校為提高學生學習成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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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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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個網上寞時教學:依照料任老師指定日期及時間，利用網上平台繳交功課，並由科任老師

輸入欠交功課之學生資料。

b. 復課後:
:各科科長 1 

)1 星期一早會 :8:20- 8:38 收集功課
!2. 星期二至星期五早會 :8:05- 8:15 收集功課

;3. 即特點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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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另一份連同功課在早會時閉放在一樓科任老師之簿種內。

{二}有關功課之獎懲方法
1獎勵

a國全學年分為兩個學期，每學期分為四個階段，學生在每階段交齊功課，可獲優點一個。
b. 初中學習獎勵計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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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獎勵二:全年交齊功課，可獲頒獎陸及嘉許獎狀，以示鼓勵。

2. 懲罰{每學期}

累積文支在數、 :訪!導起

唾5 次 缺點處分

25 次 缺點處分

35 次 缺點處分

35 次或以上，
缺點處分

每 5 次記一缺點

{王}處理欠交功課之程摩
學務組
1. 於 Day7 統計各單王欠交功課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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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class 查閱;

3. 於操行報告書顯示學生之欠交功課數據;

此致

貴家長

浸信會永i查中學校長

謹是文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敬敢者:

漫信會承隆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拿錢處嘿，緊急!噎滾d~主義

S20008 

教育局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發出第 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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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惡劣天氣以外的緊急情況(例如傳染病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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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校法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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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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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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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貴子弟須穿著技服多並在正常上課時間內回校。

5. 停課期間所有考試、測驗、課外活動將會延期或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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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依時應考。務請留意該局的相關公布。

6. 為免干擾學生的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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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為保障貴子弟的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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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言堇是主



敬屆主者:

漫信會承隆中學

二零二零五二零二一年度
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使舟事宜

8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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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上課日的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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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 電腦室使用電腦作學習之舟，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時必須先向資訊科技領袖生登記，交出學生証，並按照指定編號入座。

(四) 同學如發現學校資訊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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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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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攻擊的試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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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校長授權之老師、職員亦有權開放學生帳戶的檔案檢查。

(十) 每位借用學校資訊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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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七至文
責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要?
謹是主



敬屆主者;

漫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一年度

牽頭集民 eC接豆豆豆T.~進食鑫說

S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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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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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lttp://eclass.bwlss.edu.h!s)及 eClas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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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曆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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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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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級

性」的通告，透過 eClass 內聯網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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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細心查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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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至文

貴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附錄一: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App/電子通告象就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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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程式閱覽及回覆相關通告。

2. 家長忘記曰覆相關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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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覆提示。但這樣將會延誤學

校處理貴子女在學及相闋的事宜，故務請家長配合，盡早簽回通告。

3. 家長如忘記了帳戶和密碼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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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覽及回覆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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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eNotice 電子通告平台閱覽有關系己錄。

5. 家長以電子通告回覆會否被其他人冒簽而不知道?

答: 家長回覆電子通告後，系統立即會利用智能手機應用手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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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統。應用程式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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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Store 

".-:-3 3.Gf旬 繪了18 64% 棚，、

v 輯挖甜甜P 最

~.~;;;!iJ當先 設立站另

宇~三

們 電蠱
fii苟言E

、的、-一

體聶盟輯鹽輯輯聶矗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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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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會出現漫信會永隆中學選項)

ii.輸入家長 eClass 戶口的登入名稱 (例子: p20461234) 
iii.輸入學校為家長預設的密碼，然後按 F 登入』
iv. 登入後Ii"我的帳戶』頁面會顯示家長所有己登記

eClass app 的子女帳戶。
v. 選擇子女帳戶，進入首頁查閱有關子女資料。

eC1ass App 
一目前一肝，自><~':<<當"吋戶 ~"， ç 一

-諾:均可 三抽Z 川"11m!:!.'!
師吵一叫

盤驛靈童電警盟盟噩噩守賽噩噩

使用手持

vi.進入首頁後，家長可檢視子女即日出勤時間、及未讀最新資訊。

2. 開啟功能表

曰

日
日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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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富民
令/主?一氛

。"己的lw\Jrksh(}j)!巳n l!fl(ìer
n 一去了".0";:;...J

1軍冷"氧警告里拉嵩F.

"芳是

ChOpter8 

日

iPhone 智能手機

vii.家長可隨時點還下方所需項目，前往相關頁面

或點還 r moreJ 圖示已開啟更多功能表還項
viii.更多功能表選項展開後，點還所需項目 9 前往

相關頁面

~I日

毅(在每



白條

敬覆者:

間諜日反首追上課安排各項事宜(S20001)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間諜日及首遇上課安排等事宜。本人定當督促敲子弟遵守校規，並

依時上課。

颱風及暴雨警告說號(S20003)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生效之上課安排。

「校園智能咕敏費 1長說 J 事宜的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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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堂二主

元於學生的智能咕帳戶，以便支付各項費用。

借用儲物權同意書的20005)

頃閱來函，知悉借用學校儲物櫃之安排，並同意叮囑赦子弟遵守以上守則。

學生操行報告書及技服換季事宜的20006)

頃聞來函，知悉有關學生操行報告書及技服換季事宜之回條。

功課政策的20007)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功課政策內容。本人願與校方緊密合作，幫助敝子弟建立良好學習

態度及習慣。

學校處理緊急情況，政策的卸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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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資訊科技設備使用事宜的20009)

頃聞來函，知悉借用學校儲物櫃之安排，並同意叮囑故子弟遵守以上守貝IJ 。

有關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象統(S20010)

頃間來函，知悉有關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急統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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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另IJ :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二零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