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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家長手冊內容，適用於

沒有疫情下的正常情況，

實際安排或會因疫情而

有所調節，請密切留意學

校派發的電子通告，以得

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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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為一所以「全人教育」及「學生為中心」

作辦學方向的全日制基督教小學。我們注重學生在靈、德、智、體、

群、美六育方面的均衡發展，並積極營造熱切學習、追求卓越和融

洽共處的校園氣氛。此外，我們尤其重視師生、家長和學校之間的

溝通，我們深信家長是學校不可或缺的教育夥伴，在家校互相信任、

彼此支持的基礎下，以及充滿愛心與尊重的多元化學習環境中，我

們的學生必定能夠健康和愉快地成長。 

 

校訓 

 

   

  

尚卓越 鍊鋼毅 熱切求真 

效基督 學捨己 榮神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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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名單及電郵地址 
 

行政人員 電郵 

校長 陳詠欣校長 wychan@cpcyd.edu.hk 

副校長 羅嘉儀副校長 kylo@cpcyd.edu.hk 

副校長 嚴佩儀副校長 pyyim@cpcyd.edu.hk 

經驗學習總主任 鄺凱琪主任 hkkwong@cpcyd.edu.hk 

經驗學習主任 王家恩老師 kywong2@cpcyd.edu.hk 

訓輔總主任 李錦雲主任 kwli@cpcyd.edu.hk 

訓輔主任 陳靜萍老師 cpchan@cpcyd.edu.hk 

訓輔主任 陳耀銓老師 ycchan@cpcyd.edu.hk 

學習促進總主任 賴佩盈主任 pylai@cpcyd.edu.hk 

學習促進主任 江淑娟老師 skkong@cpcyd.edu.hk 

跨課程閱讀總主任 胡心屏主任 spwu@cpcyd.edu.hk 

跨課程閱讀主任 文婉恩老師 yyman@cpcyd.edu.hk 

圖書館主任 蘇詠賢老師 wyso@cpcyd.edu.hk 

多元資優教育主任 梁偉健老師 wkleung@cpcyd.edu.hk 

多元資優教育副主任 高詠芯老師 wsko@cpcyd.edu.hk 

生命教育主任(家長及教師) 沙愛茜老師 ossha@cpcyd.edu.hk 

生命教育主任(學生) 曾泳鈿老師 wttsang@cpcyd.edu.hk 

生命教育副主任 陳婷敏老師 tmchan@cpcyd.edu.hk 

教務主任 周兆蓮老師 slchau@cpcyd.edu.hk 

教務主任 李宥澄老師 ytlee@cpcyd.edu.hk 

國安教育主任 徐冠女老師 gxu@cpcyd.edu.hk 

IT教育主任 劉綺雯老師 ymlau@cpcyd.edu.hk 

學校推廣主任 吳桐老師 twu@cpcyd.edu.hk 

STEAM發展主任 梁有成老師 ysleung@cpcyd.edu.hk 

總務主任 李廣鎮老師 kclee@cpcyd.edu.hk 

 

 

 

 

 

 

 

 

mailto:kywong@cpcyd.ed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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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統籌 電郵 

中文科總主任 姚皓霖主任 hlyiu@cpcyd.edu.hk 

中文科主任兼普通話科主任 殷惠敏老師 wmyan@cpcyd.edu.hk 

英文科總主任 李佩蘭主任 pllee@cpcyd.edu.hk 

英文科主任 嚴穎慧老師 wwyim@cpcyd.edu.hk 

數理科總主任 李家明主任 kmlee@cpcyd.edu.hk 

數學科主任 劉琬婷老師 ytlau@cpcyd.edu.hk 

常識科主任(人文) 張善兒老師 sycheung@cpcyd.edu.hk 

常識科主任(科學) 梁有成老師 ysleung@cpcyd.edu.hk 

視藝科主任 黃翠瑤老師 cywong@cpcyd.edu.hk 

音樂科主任 鍾艷敏老師 ymchung@cpcyd.edu.hk 

體育科主任 張廷浩老師 thcheung@cpcyd.edu.hk 

 

非班主任、支援老師及社工 電郵 

小一級支援主任 江淑娟老師 skkong@cpcyd.edu.hk 

小二級支援主任 成玉美老師 ymshing@cpcyd.edu.hk 

小三級支援主任 陳靜萍老師 cpchan@cpcyd.edu.hk 

小四級支援主任 羅秀萍老師 splo@cpcyd.edu.hk 

小五級支援主任 鄧信明老師 smtang@cpcyd.edu.hk 

小六級支援主任 陳耀銓老師 ycchan@cpcyd.edu.hk  

教學人員 劉宛宛老師 yylou@cpcyd.edu.hk 

英文科專任老師 梁巧愉老師 hyleung@cpcyd.edu.hk 

言語治療師 李嘉雯姑娘 kmli@cpcyd.edu.hk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社工) 許緻雯姑娘 cmhui@cpcyd.edu.hk 

社會工作助理(社工) 陳鈺霖姑娘 ylchan1@cpcyd.edu.hk 

學習促進支援助理 胡亞寧老師 anwu@cpcyd.edu.hk 

學習促進支援助理 丁慧敏老師 wmting@cpcyd.edu.hk 

學習促進支援助理 蔡澤鑭老師 cltsoi@cpcyd.edu.hk 

外籍英語教師 Ms Jovina Angelica Da Silva jovina@cpcyd.edu.hk 

外籍英語教師 Ms Joella Hawley hawley1@cpcy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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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班主任 電郵 

1A 趙詠儀老師 wychiu@cpcyd.edu.hk 

1B 嚴穎慧老師 wwyim@cpcyd.edu.hk 

1C 何寶琪老師 pkho@cpcyd.edu.hk 

1D 陳婷敏老師 tmchan@cpcyd.edu.hk 

1E 黃翠瑤老師 cywong@cpcyd.edu.hk 

2A 葉靜如老師 cyyip@cpcyd.edu.hk 

2B 盧淑慧老師 swlo@cpcyd.edu.hk 

2C 李子洋老師 tylee@cpcyd.edu.hk 

2D 陳家碧老師 kpchan@cpcyd.edu.hk 

2E 陳穎賢老師 wychan2@cpcyd.edu.hk 

3A 江嘉儀老師 kykong@cpcyd.edu.hk 

3B 林伊臻老師 yzlin@cpcyd.edu.hk 

3C 溫詠雯老師 wmwan@cpcyd.edu.hk 

3D 朱欣彤老師 ytchu@cpcyd.edu.hk 

3E 張廷浩老師 thcheung@cpcyd.edu.hk 

4A 張善兒老師 sycheung@cpcyd.edu.hk 

4B 劉凱澄老師 hclau@cpcyd.edu.hk 

4C 鍾瑞芬老師 sfchung@cpcyd.edu.hk 

4D 周兆蓮老師 slchau@cpcyd.edu.hk 

4E 陳慕賢老師 mychan@cpcyd.edu.hk 

5A 劉琬婷老師 ytlau@cpcyd.edu.hk 

5B 李宥澄老師 ytlee@cpcyd.edu.hk 

5C 李廣鎮老師 kclee@cpcyd.edu.hk 

5D 殷惠敏老師 wmyan@cpcyd.edu.hk 

5E 吳桐老師 twu@cpcyd.edu.hk 

6A 文婉恩老師 yyman@cpcyd.edu.hk 

6B 曾嘉華老師 kwtsang@cpcyd.edu.hk 

6C 徐冠女老師 gxu@cpcyd.edu.hk 

6D 王家恩老師 kywong2@cpcyd.edu.hk 

6E 高詠芯老師 wsko@cpcy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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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約章 

本約章目的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及生活習慣。請每一位同學盡責，

成為人神喜愛的好孩子。 

一.學習態度 

1) 我上課時會安靜，專心學習，留心聽講，不會隨意離座或離開課室。 

2) 我會認真做功課，絕不馬虎了事。 

3) 我會準時繳交整潔的功課。 

4) 我不會無故缺席、遲到或早退。 

5) 每天我會帶備應用的書籍、文具和手冊。 

二.行為紀律 

1) 我是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的學生，我的言行是代表學校，所以在任何場

合要檢點自己的行為，以免損害學校名聲。 

2) 我會聽從老師的指示，遵守紀律。 

3) 在集會時，我會保持安靜，遵守紀律，留心聽講。 

4) 上課鐘聲響後及轉堂時，我會保持安靜，等候老師來上課。 

5) 我必定將每天老師交付的功課整潔地記錄在手冊內，隨時提醒自己不會無

故欠做或欠交功課。 

6) 我依時上學，依時回家，不在路上遊蕩及進食。 

7) 我會按時辦理學校發出的通告。 

8) 我會愛護公物，保持校內地方整潔，不會損壞或擅自移取。借用學校之物

品，如圖書，我會小心保管，避免遺失及損壞，否則我甘願受罰及賠償。 

9) 為了顧及自己及他人安全，我不在校內任何地方奔跑。我不會隨意攀爬校

內的欄杆或門窗，也不會擅動校內的電掣，電器用品及百葉簾。 

10) 我不會在校內吸煙、賭博，或進行物品交換、買賣、借貸或任何涉及金錢

之活動。 

11) 我會注意個人及公共衞生，不塗污公共地方。 

12) 遇有過錯，我會承認及改過。 

13) 我會小心保管一切屬於自己的物品，並在上面寫上自己的姓名。 

14) 我會按時間表及老師指示，穿著整潔及合適的校服回校上課或參加活動。 

15) 拾到物件，我會交還失主，或交由校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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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貌 

1) 我會孝敬父母，尊敬師長。 

2) 我說話語調溫和，不說粗言穢語。 

3) 若遇見長輩，嘉賓及同學時，我會主動打招呼，並表現有禮及得體。 

4) 我不隨便打斷別人的談話。我會用心聆聽別人的說話，並在適當的時候

給予適當的回應。 

5) 如有問題，我會先舉手，得老師許可後，才可發言。 

6) 接受了別人幫助或餽贈，我一定會道謝。 

7) 若開罪了別人，我一定會道歉。 

8) 午膳前我會先與同學一起背誦謝飯禱文才吃飯，並遵守用膳禮儀。 

四.服務態度 

1) 我樂於助人，作個良好小公民。 

2) 學校如需要學生服務時，我定盡責參與，不藉故推辭。 

3) 我會主動、盡力清潔校園。 

4) 我會主動協助老師，服務同學。 

五.合群 

1) 我能與同學親愛和睦。 

2) 我會多反省，使自己能成為別人的朋友。 

3) 我儀容雅觀樸素，不標奇立異。 

4) 在參予各項比賽或任務時，我會和其他同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5) 與別人共處時，我會顧及他人感受，關心他人需要，令學習環境更和諧。 

6) 同學的表現為人欣賞，我也感到光榮。 

7) 我會善用各種合宜的溝通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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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懲條例 

獎勵事項 

A. 良好表現 
本校設有獎勵計劃，如在學習、品格、服務或活動方面有良好表

現者均獲發印章。學生集齊指定數量的印章能換領「Yao Dao 

Buddy 襟章」金、銀或銅一枚。 

B. 校內或校外比賽獲獎懲(每學期記錄一次) 
一) 優點 

1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音樂節或朗誦節獲良好或優良成績者 

2 .參加小型校外比賽獲獎者 

二) 小功 
1 .代表學校參加區際或全港校際比賽獲名次者 

2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音樂節及朗誦節獲名次者 

3 .參與全港公開比賽獲獎者 
三) 大功 

1 .參與大型全港公開比賽獲獎者 

2 .代表香港參與埠際或國際比賽者 

懲罰事項 

一) 缺點 
1 .凡遲到、違規、校服不整、欠功課及欠帶用品各達十次者，記

缺點一次。 
2 .行為表現欠佳者， 如粗言穢語、打架、高空擲物、塗改或撕

毀手冊、說謊欺騙老師、賭博、不守紀律、校服不整齊、冒家

長簽名、曠課等。 

二) 小過 
1 .凡遲到、違規、校服不整、欠功課及欠帶用品各達二十次者，

記小過一次。 

2 .在行為上有過失者， 如傷害他人身體、在言語及行動上對師

長不敬、在校內或校外吸煙、擾亂秩序、毀壞公物、不誠實使

用電腦等。 

三) 大過 
在行為上有嚴重過失者， 如蓄意傷害他人身體、毀壞校譽、在校

內或校外盜竊、盜用他人電子戶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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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及放學時間 
 

* 疫情期間，上學時間另作安排(已派發通告) 

 

一般全日上課天(D1 - D6)： 

 星期一至四 星期五 

上課時間 8:15am 8:15am 

放學時間 3:10pm 1:40pm 
 
* 學生須準時（上午 8時 15分前）回校上課，不得無故缺席、遲到或早退。為安全

起見，請勿讓子女早於上午 7:55回校。如家長有特別理由要求校方讓子女於上午

7:55前回校，請於通告內回覆。 

* 如未有申請提早返校，而早於上午 7:55到校，學生須於門外排隊等候，當值老師

會於上午 7:55帶領門外學生進入校園。 

* 如家長替學生成功報名參加星期五的課後興趣班，請留意有關興趣班的上課及下課

時間。 

* 特別上課天(Sp)的上學及放學時間安排，請留意有關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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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儀容 

注意事項 

髮飾 

男生 

 前額頭髮不得蓋眼，後面長度應在衣領之上，左右兩旁的長度應在

耳上。 

 髮型以端莊整齊為原則，不可染髮、不可搽抹定型髮膏或定型水。 

女生 

 頭髮過肩要束起(要束實，不可鬆散)，只可佩戴黑、藍色及簡單圖

案之頭飾。 

 髮型以端莊整齊為原則，不可染髮、不可搽抹定型髮膏或定型水。 

飾物 

 所有學生不得佩戴飾物(如指環、手鐲、腳鍊等)。 

 女生如在家長許可下只可穿一對耳孔及可佩戴一對款式簡單、體積細小

及沒有吊墜的耳環。(男生不得穿耳孔及佩戴耳環) 

其他 

 學生每天須配戴學生證(連頸繩)上學。 

 請家長著子女按時間表安排，穿整齊校服或運動服上學。 

 如當天沒有體育課或任何訓練，學生不得穿著體育服回校。 

 學生每天須穿白色內衣，內衣衣領不得外露於校服以外。 

 如廁、洗手或進食後，學生均需使用紙巾，請家長著子女每天帶紙巾及

手帕回校。 

 學生於假日回校參加活動或非上課日子回校，除特別通知外，必須穿整

齊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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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夏季校服樣式 
 

夏季校服 

 淺藍色短袖恤衫連校名  

  深藍色短褲 

  深藍色三腳骨襪、黑皮鞋 

 淺藍色短袖恤衫連校名  

  深藍色四季裙褲 

  深藍色三腳骨襪、黑皮鞋 

 

夏季運動服(男女適用) 

 依社色的短袖運動衣  

 深藍色運動短褲  

 純白短襪、白色運動鞋  

 
 

冬季校服樣式 

冬季校服 

 藍色長袖恤衫連校名 

 深藍色長褲 

 深藍色三腳骨襪、黑皮鞋 

 藍色長袖恤衫連校名 

 深藍色四季裙褲 

 深藍色三腳骨襪、黑皮鞋 

 
 

冬季運動服(男女適用) 

 依社色的長袖運動衣  

 深藍色運動長褲 

 純白短襪、白色運動鞋  

 溫暖時，可改穿依社色的短袖運動衣 

○男  ○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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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藍色薄風衣(連校名 ) 

  深藍色背心 (連校名 ) 

  深藍色長袖外套 (連校名 ) 

  深藍色校褸 (連校名 ) 

冬季之注意事項 
  如學生需配戴圍巾，必須使用印有校名的藍黃雙面圍巾。  

  學生可配備黑或深藍色的手襪。  

  女生可穿着深藍色襪褲。  

 天水圍於冬季時天氣特別寒冷，校方建議家長為子女添置較保暖的內 

     衣或薄身羽絨外套等禦寒衣物，讓子女穿着在校服內禦寒。  

 氣溫於12度或以下時，學生可選擇穿着本校之冬季運動服回校上課。如

有需要，家長可向校方提出申請，加穿非本校指定的黑色或深藍色

外褸。 

 如學生身體狀況有特殊需要，家長可向校方申請作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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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攜帶物品 

 上課用品 

    包括：書包(背囊式)、手冊、筆袋、鉛筆 6枝(初小不建議帶鉛芯筆)、直尺、橡皮 

及藍色原子筆。 

 請家長督導你的子女每日按時間表檢查和執拾書包內的上課書本及用品，以減

輕書包的重量。 

 午膳用品 

   包括：餐具及紙巾。 

 其他用品 

包括：開水及簡單小食(因疫情而暫停在校內進食) 

1. 請家長協助你的子女在各樣用品上寫上班別及姓名(例如：外套、筆袋、文具、

水壺等)。 

2. 本校課室有空調設備，有需要者請帶備白色冷氣外套(舊款校服適用)或校方指

定的薄風衣(新款校服適用)。 

3. 家長可為你的子女每天準備食水(用膠瓶盛載)及少量健康食物 (因疫情而暫停

在校內進食) 帶返學校。 

4. 學生的物品以輕便為宜，故建議家長不要使用拖拉式的書包；請家長指導及協助

子女，學習每天按時間表執拾書包，帶合適之課本及用品。 

 

學生手冊使用事宜 

 請家長親自填寫學生學籍表、學生放學方式及學生身體不適或受傷處理表，並於學

生學籍表的簽名/蓋章樣本欄蓋印或親筆簽名，以作日後通訊憑證。 

 請家長詳閱手冊內容，以了解本校對學生的要求。 

 請家長每日督促子女完成家課，並於手冊之家長簽署欄上簽署。 

 請家長充分利用家課冊內的「學校通訊欄」與本校保持緊密聯絡。 

 學生手冊是家校溝通的良好渠道，學生必須每天帶回學校，並且小心保管，以免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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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牙科保健 

 參加牙科保健服務的學童可接受每年一次的口腔檢查，費用 30元。參加的學童會

被安排在課堂以外時間自行到學童牙科診所。 

 本校被編配的學童牙科診所：屯門學童牙科診所。查詢電話：2928 6132；學童牙

科保健服務網頁：http://www.schooldental.gov.hk 

 

學生健康服務 

 參加學生健康服務的學童每年會獲安排前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一系列的健康服

務，費用全免。參加的學童會由家長自行安排子安前往檢查。 

 本校被編配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元朗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查詢電話：2833 0111 ；

學生健康服務網頁：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16 

 

學生免疫注射 
 學校於每年第一次疫苗注射（上學期）前收取小一及小六學生的「免疫接種記錄」

（針咭）正本，於第二次疫苗注射（下學期）之後才發還家長。 

 通常只有小一、小五女生及小六的學生需接受防疫注射，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會到校

為學童接種疫苗。 

 疫苗種類 

 上學期 下學期 

小一 
 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

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及

水痘混合疫苗 

小五

女童 

  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HPV）(第一

劑) 

小六 

 白喉（減量）、破傷風、無細胞型

百日咳（減量）及滅活小兒麻痺

混合疫苗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

合疫苗(如適用) 

 乙型肝炎疫苗(如適用) 

小六

女童 

  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HPV）(第二

劑) 

 其他家長請小心保存「免疫接種記錄」咭。如你的子女曾在母嬰健康院接種疫苗但

遺失了有關記錄，可向為你的子女提供免疫接種的母嬰健康院補領免疫接種記錄，

申請一般需時十個工作天及需收取費用。 

 衞生署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查詢熱線：2615 8562 / 2615 8563 

 衞生防護中心網址：http://www.chp.gov.hk 

 

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學校於上學期安排全校學生在校內免費接受注射「四價」流感疫苗。 

 9歲以下從未接種過流感疫苗的兒童需接種第二劑流感疫苗，第二劑的疫苗會安

排 4個星期之後。 
 

  

http://www.ch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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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安排 
全日上課安排: 

 訂購飯盒繳付方法 

 可使用流動電話應用程式訂購飯盒(付款方式：Circle K便利店、7-11便利店、

Vango便利店、繳費鈴、網上付款) 

 如未能安裝流動電話應用程式，可利用訂購表格訂購飯盒(付款方式：Circle K

便利店、7-11便利店、華潤萬家超巿、繳費鈴) 
 

 訂購飯盒費用 

按每月訂飯，每日飯盒價錢$19，每星期供應一次原個水果。 

＊即場購買飯盒每盒$19.5。 
 

 退款安排 

學生因病或因事請假，請家長當天早上 9:30前致電回校請假時，提出退飯安排，有

關退款會於隔月訂購表中扣除。 
 

 家長送飯 

為了健康着想，學生宜減少進食高脂、高鹽、高糖之食物，如漢堡包、薯條、汽水、

煎炸食物等。各位家長可於每天(正常上課天)上午 11:45-中午 12:00 自行把午餐

送到本校地下詢問處，由工友代為轉交學生。請家長於飯盒或盛載飯盒的袋上貼上

寫有學生班別及姓名的標籤。 
 

 餐具 

請學生把餐具每天帶回家清洗，翌日再帶回校使用。 

 

*由於疫情下半天上課，不設訂飯。 

半天上課安排: 

1. 本年參加「在校免費午膳」，為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透過學校

提供在校免費午膳。學校為學生提供保溫袋及姓名牌，以方便學生帶回家享

用。 

2. 為保持良好食物品質，飯盒必須於放學後 1.5小時內加熱才可食用。 

3. 如未能即時食用，請放入雪櫃內保存，即日內必須進食。 

4. 如遺失保溫袋，可向學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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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小繳費易」電子繳費系統 

 

電子繳費系統的優點 

1. 減少學生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的風險 

2. 通過直接銀行入數或「繳費靈」電話轉帳，方便兼且準確無誤 

3. 家長能隨時查閱學生各項繳費的詳情及付款狀況（登入學校內聯網） 

4. 學生不能在校外使用系統內金額，確保金額只作繳付學校費用 

5. 老師節省很多處理收費項目的時間，可以專心教學 

 

 

繳費流程 

1. 校方派發繳費通告 

2. 透過直接銀行入數、「繳費靈」(PPS)電話繳費服務(「商戶編號」 9831)及支付寶

(AlipayHK)，讓家長將款項增值到學生的智能學生帳戶內 

3. 學校於電腦系統上處理所收取費用 

4. 家長及學生可登入學校內聯網查閱學生帳戶的收支紀錄，詳情可查閱網址：

http://www.cpcyd.edu.hk/index.php?s=7_41 或與李廣鎮老師聯絡。 

 

 

 

 

 

 

 

 

 

 

 

 

學生 PPS 帳戶編號可在 

學生資料冊 P.27-28 

的「資訊科技備忘」上查閱。 

http://www.cpcyd.edu.hk/index.php?s=7_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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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法： 

(1) 直接銀行入數： 

程序： 

1. 到校務處領取銀行入數紙 

2. 到東亞銀行入數 

3. 將有關存根交回校務處（清楚寫上班別及姓名） 

4. 當日計起的三個工作天內，增值金額將顯示於學生智能戶口中 

＊行政費用全免 

  

(2) 繳費靈(PPS) 

已開立繳費靈(PPS)戶口 

1. 以電話或網上繳費 

2. 三分鐘內完成整個繳費程序 

3.當日計起的一個工作天之後，增值金額將顯示於學生智能戶口中 

 

未開立繳費靈(PPS)戶口 

1. 攜同提款卡或具備提款功能之信用卡，於開學後首星期到學校校務處繳費

靈終端機，按指示開立繳費靈戶口 

2. 開戶需時約 5分鐘，費用全免 

3. 以電話登記學校帳戶編號 

4. 詳情可與與校務處職員查詢 

5. 以電話或網上繳費 

6. 三分鐘內完成整個繳費程序 

7. 當日計起的一個工作天之後，增值金額將顯示於學生智能戶口中 

 

＊每次增值過數須繳付$2.2之行政費用(有關費用全數由 PPS公司收取)，並

將按次在學生智能戶口內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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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ipay 

未開立香港Alipay戶口  

1.在手機安裝 AlipayHK App  

2.開戶需時約 2分鐘，費用全免  

3.如家長已有淘寶帳戶，可按「淘寶用戶快速登入」  

4.如未有，亦可選「新用戶註冊」  

5.完成後，便可根據「已開立香港 Alipay戶口」的增值方法為學生帳戶增值  

 

增值方法 

1. 進入「繳費紀錄」 

2. 家長可於「繳費紀錄」 中按「增值」，透過 AlipayHK App 增值 

3. 選擇「增值面額」 及使用 AlipayHK App 繳款。 

4. eClass Parent App 在 增值的過程會連接 AlipayHK App， AlipayHK App 

會再次顯示增值金額，如確定金額，按「確認 付款」作交易。 

5. AlipayHK App 需要家長輸入 6位數字 的交易密碼 

6. 完成後，AlipayHK App 會顯示付款成功，可檢視付款金額。並於倒數後，

自動返 回 eClass Parent App 

7. 完成後，於 eClass Parent App 顯示該次 交易詳細資料。按「成功」或 

「完成」，返回「交易紀錄」。 

  

＊由 2022年 8月 31日起，所有透過 Alipay HK的網上增值，每位學生將收取

年費$12，增值次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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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閉路電視系統及學校相片錄像使用 

 

本校已在校園全面安裝閉路電視系統，並會於安裝的位置清楚標示。此舉既

有助保障師生安全，也可加強防盜，避免學校電腦及投影設備等昂貴器材因被竊

而招致巨大損失。 

 

有關錄影紀錄只會保存五天，五天後紀錄會被自動刪除，其位置由新影像取

代。有關系統僅作阻嚇及事後調查之用，本校必會嚴格遵守有關私隱條例，絕對

不會對師生的私隱構成影響。 

 

另外，為進一步保障學校師生，學校之活動相片、錄像及學生作品(包括文

字、圖畫、實物等)，本校只作非牟利用途，如教學參考、出版印刷、張貼展示、

網頁上載等，雖不受版權條例限制，但絕不會在未經家長同意下授權予其他商業

機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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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規則 
1. 學生凡因病請假，請即日早上致電通知校方，並填妥學生資料冊內 P.16/17 的學生

請假表，於回校復課之第一天向班主任補辦請假手續。經常請病假者，校方可要求
家長出示醫生證明書。 

2. 學生因事請假，須由監護人或家長填妥學生資料冊內 P.16/17的學生請假表，並於
請假前送交班主任核准。 

3. 若學生缺席而家長沒有辦理請假手續，或請假理由不充分，均作曠課論。 
4. 學生在上課時間內，如因病早退，校務處書記會致電家長到校接領回家。 
5. 學生在上課時間內，如因事早退，家長需親自到校務處填妥早退紙，然後才帶領子

女離校。 
6. 若學生患上傳染病，須由註冊醫生書面證明康復，始可回校上課。 

 

兒童染上傳染病的病假建議 
傳染病 潛伏(天) 建議病假期＃ 

手足口病 3-7 
直至所有水疱變乾或按醫生指示，如致病原確定為
EV71型腸病毒，則直至所有水疱變乾後兩星期。 

病毒性腸胃炎 1-10 直至最後一次肚瀉或嘔吐後起計 48小時之後 
甲型肝炎 15-50 由首現黃疸病徵起計一星期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結膜炎(紅眼症) 1-12 直至眼睛不再有異常分泌物 
水痘* 14-21 約一星期或直至所有水疤變乾 
流行性腮腺炎* 12-25 由呈現腫脹起計九天 
小兒痲痺症* 7-14 首現病徵起計至少十四天 

桿菌痢疾* 1-7 
直至肚瀉已經停止及大便化驗顯示沒有該病菌(須取三
個各相隔至少 24小時的大便樣本作化驗) 

痲疹* 7-18 出疹起計四天 

霍亂* 1-5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在完成抗生素療程 48小時後，
須取三個各相隔至少一天的大便樣本作化驗。) 

白喉* 2-7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在完成抗生素療程至少 24小時
後，須有兩個各相隔至少 24小時、以拭子從咽喉及鼻
咽取得的樣本，而其培養物呈陰性化驗結果。) 

腦膜炎雙球菌感
染(侵入性)* 

2-10 直至完成清除病菌療程 

德國痲疹* 14-23 出疹起計七天 
猩紅熱* 1-3 由服用抗生素當日起計五天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結核病* 不定 按醫生指示為準 

傷寒* 7-21 
直至至少連續有三個各相隔至少 24小時取得的大便樣
本，化驗顯示沒有該病菌。（第一個大便樣本須於完成
抗生素治療 48小時後開始收集） 

百日咳* 7-10 直至已完成至少五天的抗生素療程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以上建議只基於各種疾病的一般傳染期考慮。其他因素如病童的臨床情況亦在考慮
之列，主診醫生須以其專業判斷，就病假的長短作最後決定。 

＊法例規定，此等傳染病須呈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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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熱帶氣旋、持續大雨情況下的安排 
遵照教育局發出的通告，現將本校在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的情況下會作出的安排臚

列，請家長注意，並預作準備： 

 

(一)熱帶氣旋 

 一般準則： 

熱帶訊號 學校上課安排 

發出一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照常上課。 

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照常上課。 

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1.學校停課。 

2.如遇考試，當天考試科目將另訂日期進行。 

停課中途改發較低或除下所有熱帶

氣旋警告訊號 

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上課中途改發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訊號 

按學生資料冊 P.2內之「停課放學方式」，即

時停課。 

 

(二)持續大雨 

 一般準則： 

暴雨警告訊號 學校上課安排 

黃色 除教育局宣佈停課外，照常上課。 

紅色 
1.學校停課。 

2.如遇考試，當天考試科目將另訂日期進行。 

黑色 
1.學校停課。 

2.如遇考試，當天考試科目將另訂日期進行。 

停課中途改發黃色暴雨或取消所用

暴雨警告訊號 

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上課途中改發紅色/黑色暴雨訊號 

1.學校繼續上課，直至原定放學時間。 

2.課後興趣班、輔導教學、長期訓練及原定之

課後活動，會依原定時間進行。 

3.校車服務如常。 

 

(三)注意事項： 

1. 如遇熱帶氣旋逼近或持續大雨，家長應密切留意電台廣播，教育局最早會在早上

6:15宣佈學校是否需要停課。 

2. 如停課宣佈在學生回校途中發出，學校會讓抵達學校的學生進校，視乎當時天氣及

安全情況，讓學生依學生資料冊 P.2的安排回家。 

3. 即使未有停課宣佈，如家長認為因天氣關係，子女在往返學校路途上有危險，可

自行決定子女是否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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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考試守則 

1 學生如在考核期間作弊或意圖作弊，將被記小過一次，學生亦不會獲安排補

考，而該次考核項目之成績亦作零分處理； 

2 補考條例： 

a. 學生如在考核期間生病告假，無論天數若干，均須呈交醫生證明書，補考時間

則另行通知。如沒有醫生證明書，補考成績將九折計算； 

b. 學生因事假(除白事外)，而未能參加考核，家長必須於請假前，向班主任遞交

請假信告假及申請補假，補考成績將九折計算； 

c. 學生於考核當日遲到，將不獲補時； 

d. 學生如遲到10分鐘或以上，則不准進入試場參加考核，並須安排補考，成績將

九折計算； 

3 考核期間如因惡劣天氣影響而需停課， 復課後之考核安排會依原定之時間

表進行，停課當天之科目則會另定日期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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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一)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 

 按單元進行教學，並於課上進行練習或評估活動，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 

 以單元學習量表顯示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每一至兩個單元派發單元學習量表

給家長。 

 下學期末會進行一次總結性評估。 

 成績表上顯示的科目成績等級以總結性評估評分計算。(中文科、英文科聆聽

及説話會以日常評分及總結性評估評分計算) 

科目 進展性評估(日常學習，不計分) 總結性評估
（計分） 

中文 
˙語文知識(包括字詞運用)  ˙閱讀理解  ˙看圖寫作  

˙實用文寫作  ˙聆聽  ˙説話  ˙學習態度 
下學期設一次 

英文 
˙單元詞彙  ˙重點句式  ˙文法  ˙文體  ˙語音 

˙聆聽  ˙説話  ˙學習態度 
下學期設一次 

數學 
˙數的運用及計算  ˙圖形與空間的理解  

˙量度的原理與應用  ˙學習態度 
下學期設一次 

常識 
˙認識報章  ˙生活技能  ˙情景題  ˙課堂知識 

˙研習能力  ˙學習態度  ˙實作評估 
下學期設一次 

 

(二) 視覺藝術、音樂、普通話、體育科： 
 

科目 進展性評估(日常評分) 

視覺 
藝術 

˙作品表現  ˙學習態度 

音樂 ˙唱歌  ˙音樂知識工作紙  ˙課堂表現 

普通話 ˙課堂表現  ˙朗讀及應用能力  ˙聆聽及譯寫能力 

體育 ˙技能  ˙體適能  ˙課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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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一)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 

 按單元進行教學，並於課上進行練習或評估活動，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 

 以單元學習量表顯示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每一至兩個單元派發單元學習量表

給家長。 

 上、下學期末各會進行一次總結性評估。 

 成績表上顯示的科目成績等級以總結性評估評分計算。(中文科、英文科聆聽

及説話會以日常評分及總結性評估評分計算) 

科目 進展性評估(日常學習，不計分) 總結性評估 
（計分） 

中文 

˙語文知識(包括字詞運用)  ˙閱讀理解   

˙看圖寫作  ˙實用文寫作  ˙聆聽  ˙説話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英文 
˙單元詞彙  ˙重點句式  ˙文法  ˙文體  ˙語音 

˙聆聽  ˙説話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數學 
˙數的運用及計算  ˙圖形與空間的理解  

˙量度的原理與應用  ˙數據處理方法的理解與應用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常識 
˙閱讀報章  ˙實作評估  ˙課堂知識  ˙研習能力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二) 視覺藝術、音樂、普通話、體育： 
 

科目 進展性評估(日常評分) 

視覺 
藝術 

˙作品表現  ˙學習態度 

音樂 ˙唱歌  ˙音樂知識工作紙  ˙課堂表現 

普通話 ˙課堂表現  ˙朗讀及應用能力  ˙聆聽及譯寫能力 

體育 ˙技能  ˙體適能  ˙課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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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一)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 

 按單元進行教學，並於課上進行練習或評估活動，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 

 以單元學習量表顯示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每一至兩個單元派發單元學習量表

給家長。 

 上、下學期末各會進行一次總結性評估。 

 成績表上顯示的科目成績等級以總結性評估評分計算。(中文科、英文科聆聽

及説話會以日常評分及總結性評估評分計算) 

科目 進展性評估(日常學習，不計分) 總結性評估 
（計分） 

中文 

˙語文知識(包括字詞運用)  ˙閱讀理解   

˙看圖寫作  ˙實用文寫作  ˙聆聽  ˙説話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英文 
˙單元詞彙  ˙重點句式  ˙文法  ˙文體  ˙語音 

˙聆聽  ˙説話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數學 
˙數的運用及計算  ˙圖形與空間的理解  

˙量度的原理與應用  ˙數據處理方法的理解與應用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常識 
˙報章分享  ˙實作評估  ˙課堂知識  ˙研習能力  

˙學習態度 
上、下學期各設一次 

 

(二) 視覺藝術、音樂、普通話、體育、宗教科： 
 

科目 進展性評估(日常評分) 

視覺 
藝術 

˙作品表現  ˙學習態度 

音樂 ˙唱歌  ˙音樂知識工作紙  ˙課堂表現 

普通話 ˙課堂表現  ˙朗讀及應用能力  ˙聆聽及譯寫能力 

體育 ˙技能  ˙體適能  ˙課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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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以下科目的全期成績將以日常評估、評估及考試組合計算，惟其佔分比例將因各科的

學習重點而有所不同。 
 

科目 日常評分 評估 考試 

中文 

閱
讀 不設日常評分 閱讀卷 閱讀卷 

寫
作 不設日常評分 寫作卷 寫作卷 

聆
聽 不設日常評分 聆聽卷 聆聽卷 

説
話 Seesaw説話練習 不設評估 説話卷 

英文 

閱
讀 不設日常評分 綜合卷 

(閱讀及寫作) 
綜合卷 

(閱讀及寫作) 寫
作 不設日常評分 

聆
聽 不設日常評分 聆聽卷 聆聽卷 

説
話 Seesaw説話練習 不設評估 説話卷 

數學 不設日常評分 評估卷 考試卷 

常識 
人文科：˙報章分享  ˙專題研習 

科學科：˙科學製作  ˙編程能力 
不設評估 考試卷 

視覺 
藝術 

˙作品表現  ˙學習態度 不設評估 不設考試 

音樂 ˙唱歌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筆試 

*上、下學期適用 

普通話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筆試   
˙口語運用 

體育 ˙技能  ˙體適能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不設考試 

 

註：全期成績以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視覺藝術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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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以下科目的全期成績將以日常評估、評估及考試組合計算，惟其佔分比例將因各科的

學習重點而有所不同。 
 

科目 日常評分 評估 考試 

中文 

閱
讀 不設日常評分 閱讀卷 閱讀卷 

寫
作 不設日常評分 寫作卷 寫作卷 

聆
聽 不設日常評分 聆聽卷 聆聽卷 

説
話 Seesaw説話練習 不設評估 説話卷 

英文 

閱
讀 不設日常評分 綜合卷 

(閱讀及寫作) 
綜合卷 

(閱讀及寫作) 寫
作 不設日常評分 

聆
聽 不設日常評分 聆聽卷 聆聽卷 

説
話 Seesaw説話練習 不設評估 説話卷 

數學 不設日常評分 評估卷 考試卷 

常識 
人文科：˙報章分享  ˙專題研習 

科學科：˙科學製作  ˙編程能力 
不設評估 考試卷 

視覺 
藝術 

˙作品表現  ˙學習態度 不設評估 不設考試 

音樂 ˙節奏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筆試 

*上、下學期適用 

普通話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筆試   
˙口語運用 

體育 ˙技能  ˙體適能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不設考試 

 

註：全期成績以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視覺藝術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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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以下科目的全期成績將以日常評估、評估及考試組合計算，惟其佔分比例將因各科的

學習重點而有所不同。 

科目 日常評分 評估 考試 

中文 

閱
讀 不設日常評分 閱讀卷 閱讀卷 

寫
作 不設日常評分 寫作卷 寫作卷 

聆
聽 不設日常評分 聆聽卷 聆聽卷 

説
話 Seesaw説話練習 不設評估 説話卷 

英文 

閱
讀 不設日常評分 綜合卷 

(閱讀及寫作) 
綜合卷 

(閱讀及寫作) 寫
作 不設日常評分 

聆
聽 不設日常評分 聆聽卷 聆聽卷 

説
話 Seesaw説話練習 不設評估 説話卷 

數學 不設日常評分 評估卷 考試卷 

常識 
人文科：˙報章分享  ˙專題研習 
科學科：˙科學製作  ˙編程能力 

評估卷 考試卷 

視覺 
藝術 

˙作品表現  ˙學習態度 不設評估 不設考試 

音樂 ˙節奏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筆試 

*上、下學期適用 

普通話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筆試   
˙口語運用 

體育 ˙技能  ˙體適能  ˙課堂表現 不設評估 不設考試 

 

註：全期成績以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及視覺藝術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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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功課冊 
家長可於本校網頁查閱子女當天的家課安排。(學校網址︰http://www.cpcyd.edu.hk/index.php) 

 

 

 

 

 

 

 

 

 

 

 

 

 

 

 

 

 

 

自學天地 
校園自學空間提供各學科的有益網站連結。(學校網址︰http://www.cpcyd.edu.h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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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英文科温習重點及普通話學習框架音檔 
學校老師製作的網上英文科温習重點音檔及普通話學習框架音檔供家長自行下載，方便學生溫習。

(學校網址︰http://www.cpcyd.edu.hk/index.php) 

 

 

 
 
 
 
 
 
 
 
 
 
 
 
 
 
 
 
 
 
 

英文科温習重點紙附二維碼 
聲音檔均會上載於網頁的「學習工具」內，家長利用手機二維碼掃瞄器，在子女的温習重點

(Revision Focus)上掃瞄，便能開啟英文默書聲音檔，方便家長跟子女隨時隨地溫習。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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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簡稱表 
 

科目 項目 代號 

中文 

作業 作 
詞語 詞 
造句 造句 
單元總結工作紙改正 單總工改 
識字工作紙改正 識改 
單元工作紙 單工 
寫作工作紙 寫工 
寫作預備工作紙 寫預工 
閱讀教材(小一至小四) 閱教 
成語練習(小四至小六) 成 
HKAT(Pre-S1)分類練習 (小四至小六) AT 

英文 

課本 (Textbook) TB 
作業 (Workbook) WB 
寫作練習 (Writing) Wri 
抄書 (Penmanship) Pen 
書法 (Copybook) CB 
閱讀練習 (Reading Wonderland) RW 
文法練習 (Grammar Wonderland) GW 
温習重點 (Revision Focus) RF 
温習重點改簽 (Revision) Rev: C & S 
補充練習 (Supplementary Exercise) S. Ex 
工作紙 (Worksheet) WS 
說話訓練 (Speaking Booklet) (P2-6) SB 
錄音練習 (Recording Homework) (P1-6) Record 
歌集 (Song Book) (P1-6) Song 
主題字詞集 (Thematic Vocabulary) (P6) TV 

數學 

課本 書 
運算練習 運 
彩虹筆記 彩 
補充 補 
作業 作 
文字應用題 (小一下至小六) 文 

常識 

作業 作 
工作紙 工 
專題研習 專 
報章分享 / 認識報章 報 

生命教育 

背金句 背金句 
生命教育書《彩繪完美人生》 LE書 
生命教育工作紙 LE工 
生命印記 LE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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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幼童心得 

◆ 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及作息時間。 

◆ 多帶孩子到圖書館借閱圖書，培養兒童閱讀的興趣與習慣。 

◆ 學習在適當時候放手，多給予孩子學習自行嘗試及解決困難的機會。 

◆ 訓練孩子懂得交收自己的物品。 

◆ 訓練孩子懂得執拾書包及做輕便家務。 

◆ 訓練孩子懂得自己扣鈕、繫鞋帶及整理衣服。 

◆ 了解孩子的興趣及能力，給孩子合適的期望及要求。 

◆ 多加肯定及鼓勵孩子，建立其自信心。 

◆ 多聆聽孩子的心聲，關顧他的情緒及心理需要，建立與子女良好的溝通，培養

孩子的表達能力。 

◆ 鼓勵孩子表達自己的需要及感受，給予適切的幫助。 

◆ 多欣賞孩子的優點，接納他的限制及有待改善之處。 

◆ 容許孩子從錯誤中汲取經驗及教訓，避免過份的責罵。 

◆ 以身作則，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 

◆ 主動與老師溝通，以了解孩子的學校情況。 

◆ 出席學校舉辦的家長會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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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熱線電話 

面對家庭問題可以致電： 

機構 電話 服務 

報案熱線 999 緊急事故 

社會福利署 

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475 0525 家庭社工跟進家庭情況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446 1223 家庭社工跟進家庭情況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474 7312 家庭社工跟進家庭情況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一般查詢 

明愛向晴軒 18288 
家庭危機支援中心 

(24小時社工熱線支援輔導服務) 

芷若園(24小時危機熱線) 18281 危機介入及支援服務 

路德會家長專線 3622 1111 免費情緒支援熱線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 2466 7350 精神健康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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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ass App家長使用指引 

eClass App 介紹 

eClass App 由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開發，可支援 iOS及 Android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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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及下載。 

   

2. 在電腦上前往 iTunes或 Google Play (play.google.com)搜尋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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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及使用 eClass App 

首次登記 

如家長首次登記，開啓程式後，請按下列程序進行： 

i. 輸入學校名稱或以中英文關鍵字搜尋 貴子女的學校名稱 

ii. 輸入學校為家長預設的 eClass戶口登入名稱 

iii. 輸入學校為家長預設的密碼，然後按 『登入』  

iv. 登入後，『我的帳戶』頁面會顯示 eClass app的子女帳戶 

v. 選擇子女帳戶，進入首頁查閱 貴子女資料及各項資訊 

 

       

 

 

開啓功能表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 家長可隨時點選左上角圖示開啓功能表 

ii. 功能表展開後，點選所需項目，前往相

關頁面 

 

iPhone  

i. 家長可隨時點選下方所需項目，前往相關頁面

或點選右下角「更多」圖示開啓更多功能表選

項 

ii. 更多功能表選項展開後，點選所需項目，

前往相關頁面 

    

      

 

 

 

iii 

i 

ii 

i 

iv 

ii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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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ass App功能介紹 

即時訊息 

 

1. 接收學校即時訊息 

當學校發出即時訊息時，家長的智能手機將收到推播通知。家長亦可進入 eClass App 查閱相關訊

息。透過收取即時訊息功能，家長可掌握學校發出之緊急資訊。 

2. 查閱即時訊息 

家長亦可透過 eClass App 覆查所有即時訊息： 

i. 按功能表上「即時訊息」圖示 進入頁面，檢閱學校即時訊息。 

ii. 未閱讀訊息會顯示為紅色。 

iii.已閱讀訊息會顯示為綠色。 

1.  

 

2.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查看學校宣佈，班主任宣佈 及老師通訊欄 

i. 按「學校宣佈」圖示  進入頁面，檢閱清單，包括： 

 校園最新消息 －查看全校宣佈 

 班主任宣佈 －透過班主任宣佈版面，發放 貴子女所屬班別的最新資訊 

 通訊欄 －學科老師或會於通訊欄與家長溝通，讓家長了解更多學生於各科的在學情況 

ii. 按訊息標題，檢閱詳盡內文。 

iii.進入內文後，附件的相片或圖像會即時顯示，或可按附件的超連結，進行下載。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i 

ii iii. 

 

ii. 

i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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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通告 

 

1. 查閱電子通告 

i. 按「通告」圖示  進入頁面，檢閱通告標題。 

ii. 「通告」頁面檢視清單包括: 

 全部 - 顯示學校所有發出的通告。 

 未簽 - 只顯示所有未簽署及已過期但未簽回的通告。 

 已簽 - 只顯示所有已簽署的通告。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2. 簽收電子通告 

i. 按「簽署」圖示 ，進入有關通告。 

ii. 填妥回條答案 -例: 通告為多項選擇題，家長需點選答案，回答有關題目。 

iii.按  確認。(如 貴校要求家長作身份識別，家長需於確認前再次輸入家長戶口密碼。) 

iv.確認「簽署」後，簽署狀況會顯示為「已簽」，回條上亦會顯示閣下的回覆。 

v.同時，系統會發出推播訊息以確定成功簽收。 

vi.返回「通告」的主頁，成功簽署的通告會顯示  圖示。家長亦可在「已簽」檢視清單中，重

閱有關通告。 

vii.班主任或管理員或會以推播訊息提醒家長簽署通告 

 

 
 

 
   

 

 

 

 

i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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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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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曆表  

i. 按「校曆表」圖

示  進入頁

面。不同類別行事

曆會以不同顏色標

示，包括:  

 公眾假期 

 學校假期 

 學校事項 

 教學事項 

 小組事項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健康申報(快測上傳)  

i. 按「建康申報」

圖示  進入

頁面。 

ii. 再按下“+”，然

後開始上傳資料 

 體溫 

 快測結果 

 上傳圖片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iii. 然後開始輸入資

料及上傳圖片 

 體溫 

 快測結果 

 上傳圖片 

iv. 最後按呈送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及  iPhone 

i 

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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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表 

如校方使用 eClass電子家課表，家長可以透過 eClass App 查閱子女今天的功課、未到期的功課

及過往的功課記錄。 

i. 按「家課表」圖示 ，進入頁面。 

ii. 「家課表」檢視清單，包括: 

 今天 － 顯示老師即日所發出的家課。 

 未到期 － 顯示出所有老師已所發出及未到期限繳交的家課。 

 記錄 － 搜尋過往的家課記錄。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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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咭繳費項目  (只適用於已採用 eClass 智能咭繳費系統的學校) 

1. 按「繳費記錄」圖示  進入頁面 

2. 查看待繳款項 

i. 進入「繳費記錄」頁面後，家長可查閱待繳款項及交易紀錄兩份清單，及右上方學生戶口結

存。 

ii. 按左邊「待繳款項」，開啓清單查閱，包括： 

 待繳款項總額 

 需要繳款的項目、繳交日期及銀碼 

3. 查看交易紀錄 

i. 按右邊「交易紀錄」，開啓清單查閱，包括： 

 過去支出項目、繳交日期及銀碼 

 過去增值紀錄、日期及銀碼 

1 .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       iPhone 

2 .  

    

3.  

 

 

4. 支付寶增值 

i. 按下增值 

ii. 然後按你想增值的 

意願增值便可 

 

家長如有任何關於 eClass App 的查詢，歡迎聯絡 eClass。 

有關家長戶口的登入名稱及密碼，請直接與校務處聯絡。 

 

 

 

i 

 

 

ii 

i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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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ass 家長支援電話：3913 3211     電郵: support@broadlearning.com 

「校園視頻」手機應用程式家長使用指引 

 

下載 HKTE 校園視頻 App 

家長可從以下途徑免費下載「HKTE School Channel」 App： 

 使用智能手機直接從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搜尋及下載應用程式； 

 

     

登記及使用 

首次登記 

如家長首次登記，開啓程式後，請按下列程序進行： 

 

i. 輸入學校名稱:   CPCYDPS 

ii. 輸入帳戶名稱:   sXXXXXX 

iii. 輸入預設的密碼:  aa1234 

 

 

 

mailto:support@broadlear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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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登入後，便可按年份及分類選看所需的視頻 

 

  

 

如對安裝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聯絡校務處或 IT 支援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