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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啟賢盧啟賢主任主任



什麼什麼是學校行政管理電子化？是學校行政管理電子化？

為提升學校效能及促進家校溝通，本校向教育
局成功申請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把學
校行政管理電子化。日後的學生考勤、大部分
的學校通告及學生繳費均使用電子方式處理。

�為什麼要推行學校行政管理電子化? 
� 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方式讓學校與家長溝通
� 為環保及未來減少紙張消耗
� 減少教師在行政方面花費的時間與精力，讓

他們能集中精力投放在教學上和關顧學生



「「eClass Parent AppeClass Parent App」」
及「學校內聯網」家長戶口及「學校內聯網」家長戶口

同一系統 ���� eClass

跨平台 ���� iPhone、Android、個人電腦

可查閱學生考勤紀錄、發放電子通告及學
生電子繳費紀錄



學生考勤紀錄學生考勤紀錄((即出席紀錄即出席紀錄))

學生需於早上進入校園時拍咭以紀錄進校時間，家長
可透過智能手機「eClass Parent App」或「學校內
聯網」登入家長戶口，即時查閲子女的考勤情況。

學生考勤讀咭器位置(全校共有三台)：
乘校車回校之學生拍咭處 從操場進入的學生拍咭處

禮堂正門近前梯位置 後梯近靜思區位置



學生考勤紀錄學生考勤紀錄((即出席紀錄即出席紀錄))

「學生智能咭」是學生在校內的電子身份證，
同時可當作學校圖書證作借書之用，有效期3
年，舊生要好好保存，遺失或損壞要向班主任
申請補領，每張費用40元，以現金支付。

本校「學生智能咭」樣本



學生考勤紀錄學生考勤紀錄((即出席紀錄即出席紀錄))

插班生已經在校拍攝學生相片，相片會用作製
作「學生智能咭」之用，每張咭製作費用40
元，惟製咭需時，學期初將由班主任作人手點
名，「學生智能咭」製作完成後會儘快派發予
學生。

本校「學生智能咭」樣本



學生考勤紀錄學生考勤紀錄((即出席紀錄即出席紀錄))

請家長替子女準備一個掛頸
證件套，款式以樸素簡單，
並能遮蓋學生資料(姓名及
相片)為宜，學生應把「智
能學生證」妥善放在掛頸證
件套內，每天回校以作拍咭
記錄考勤之用。



電子通告電子通告

本校會以電子形式發放大
部分通告，家長可透過智
能手機「eClass Parent 
App」或「學校內聯網」
登入家長戶口，簽覆家長
通告、接收學校宣佈及即
時訊息。



電子繳費電子繳費

電子繳費系統可節省師生
因交收費用而浪費了的寶
貴課堂學習時間，亦減低
學生因經常攜帶大量金錢
回校繳費而遺失的風險。
由於賬戶金額結餘只存於
電腦的資料庫中，學生遺
失智能咭不會失去現金，
只需要補領失咭即可。



電子繳費程序電子繳費程序
�學校在每個學期初(9月)將通知家長有關學校預計的收費項目

及金額，以便家長預先透過銀行轉賬一筆過把款項繳交到學校
賬戶。

� 學校會透過「e-Class 電子繳費」系統為每位學生開設獨立賬
戶，學校在每次收費前，都會先發出「繳費通告」通知家長，
家長簽覆同意後，學校才會從學生 e-Class 賬戶收取費用。

�全校性或涉及大量學生的收費項目，校方會通過 e-Class 發放
電子繳費通告，待全體家長簽覆回條後，學校才會於 e-Class 

電子繳費系統內直接扣除款項。



電子繳費程序電子繳費程序
�家長可登入本校內聯網(eClass)或 e-Class Parent App，查閱

「學生電子付款系統帳戶」的繳費紀錄。如家長有特別需要，
可自行編印收據後，交校務處蓋章確認收費。

�學期結終時，學生帳戶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學生帳戶
會於學生離校時自動終止運作， 剩餘金額將全數透過現金或
支票退還予家長，家長亦可選擇把剩餘款項捐贈學校作學校發
展基金之用。

�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資助、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家庭經
濟及有特別困難學生： 有關申請豁免繳付部分費用的安排，
學校將如以往一樣，在通告上顯示有關聲明及需繳付的費用，
並在e-Class 電子繳費系統內為個別學生辦理豁免費用。



參考去年上學期學生繳費項目及費用，本年度需為貴
子弟e-Class賬戶存入款項如下：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1200



下載下載 eClass Parent AppeClass Parent App



輸入學校名稱輸入學校名稱輸入學校名稱輸入學校名稱：：：：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

學學學學

輸入學校名稱輸入學校名稱輸入學校名稱輸入學校名稱：：：：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

學學學學

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
稱稱稱稱

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
稱稱稱稱

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

首次登入首次登入eClass Parent AppeClass Parent App

學生及家長入名稱將會貼在學生手第96
頁

例子：
學生登入名稱：syp-20179999 
學 生 密 碼 ：123456

家長登入名稱：p20189999
家 長 密 碼 ：20189999

家長的eClass內聯網及eClass App的
登入名稱及密碼均相同



AndroidiPhone

打開打開eClass Parent AppeClass Parent App功能表功能表



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
Push Notification

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
School News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通告通告通告通告
eNotice

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 ( 小一及小二適用小一及小二適用小一及小二適用小一及小二適用)

eHomework

校曆表校曆表校曆表校曆表
School Calendar

eClass Parent AppeClass Parent App功能介紹功能介紹

考勤考勤考勤考勤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eAttendance

學校資訊學校資訊學校資訊學校資訊
School Information

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
ePayment



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即時訊息 ││││││││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Push Notification
利用即時訊息利用即時訊息利用即時訊息利用即時訊息，，，，提醒家長留意有關提醒家長留意有關提醒家長留意有關提醒家長留意有關學校的最新消息及特別宣佈事項學校的最新消息及特別宣佈事項學校的最新消息及特別宣佈事項學校的最新消息及特別宣佈事項



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學校宣佈 ││││││││School NewsSchool NewsSchool NewsSchool NewsSchool NewsSchool NewsSchool NewsSchool News

�校園最新消息校園最新消息校園最新消息校園最新消息：：：：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級級級級、、、、班班班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班主任宣佈班主任宣佈班主任宣佈班主任宣佈：：：：
班主任對自己班使用班主任對自己班使用班主任對自己班使用班主任對自己班使用

�通訊欄通訊欄通訊欄通訊欄：：：：
老師與個別學生家長老師與個別學生家長老師與個別學生家長老師與個別學生家長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 ││││││││ eNoticeeNoticeeNoticeeNoticeeNoticeeNoticeeNoticeeNotice
讓家長即時檢閱及簽收學校通告讓家長即時檢閱及簽收學校通告讓家長即時檢閱及簽收學校通告讓家長即時檢閱及簽收學校通告



�簽署限期提示簽署限期提示簽署限期提示簽署限期提示

�閱覽通告閱覽通告閱覽通告閱覽通告、、、、附件內容附件內容附件內容附件內容

�填寫通告填寫通告填寫通告填寫通告 ﹝﹝﹝﹝視乎內容視乎內容視乎內容視乎內容﹞﹞﹞﹞

�輸入密碼輸入密碼輸入密碼輸入密碼

�簽通告簽通告簽通告簽通告

�即時推播訊息即時推播訊息即時推播訊息即時推播訊息

�提醒家長簽通告提醒家長簽通告提醒家長簽通告提醒家長簽通告

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 | eNotice| eNotice| eNotice| eNotice| eNotice| eNotice| eNotice| eNotice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電子通告乃校方指定通告模式電子通告乃校方指定通告模式電子通告乃校方指定通告模式電子通告乃校方指定通告模式。。。。

2. 家長請細閱通告及回答問題家長請細閱通告及回答問題家長請細閱通告及回答問題家長請細閱通告及回答問題，，，，通告一但通告一但通告一但通告一但
遞交便無法更改答案遞交便無法更改答案遞交便無法更改答案遞交便無法更改答案。。。。

3. 請留意簽署期限請留意簽署期限請留意簽署期限請留意簽署期限，，，，並應在限期內簽回通並應在限期內簽回通並應在限期內簽回通並應在限期內簽回通
告告告告。。。。逾期將不能以電子形式遞交逾期將不能以電子形式遞交逾期將不能以電子形式遞交逾期將不能以電子形式遞交。。。。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需需需需自行列印通告自行列印通告自行列印通告自行列印通告，，，，再簽閱通告再簽閱通告再簽閱通告再簽閱通告。。。。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4. 家長也可透過學校網站家長也可透過學校網站家長也可透過學校網站家長也可透過學校網站

http://www.syps.edu.hk/  

登入校園綜合平台簽覆電子通告登入校園綜合平台簽覆電子通告登入校園綜合平台簽覆電子通告登入校園綜合平台簽覆電子通告



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家課表 ││││││││ eHomeworkeHomeworkeHomeworkeHomeworkeHomeworkeHomeworkeHomeworkeHomework
家長可透過手機查閱電子家課冊家長可透過手機查閱電子家課冊家長可透過手機查閱電子家課冊家長可透過手機查閱電子家課冊，，，，輕鬆掌握子女的功課輕鬆掌握子女的功課輕鬆掌握子女的功課輕鬆掌握子女的功課

�小一及小二適用小一及小二適用小一及小二適用小一及小二適用



�過往考勤紀錄過往考勤紀錄過往考勤紀錄過往考勤紀錄

�每日到校時間每日到校時間每日到校時間每日到校時間

考勤紀錄考勤紀錄考勤紀錄考勤紀錄考勤紀錄考勤紀錄考勤紀錄考勤紀錄 |||||||| eAttendanceeAttendanceeAttendanceeAttendanceeAttendanceeAttendanceeAttendanceeAttendance
家長可選擇以家長可選擇以家長可選擇以家長可選擇以App 查看子女考勤查看子女考勤查看子女考勤查看子女考勤，，，，清楚了解出席狀況清楚了解出席狀況清楚了解出席狀況清楚了解出席狀況

【當學校沒有規定學生離校時拍卡，家長將不會收到學生離校紀錄的訊息】



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 |||||||| 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



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繳費紀錄 |||||||| 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ePayment



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行政管理電子化開始日期

電子考勤：9月1日

電子通告：9月10日
電子繳費：9月1日



eClass Parent AppeClass Parent App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用戶指南旨在提供相關資訊用戶指南旨在提供相關資訊用戶指南旨在提供相關資訊用戶指南旨在提供相關資訊，，，，請按裡面的指示進行相關設定請按裡面的指示進行相關設定請按裡面的指示進行相關設定請按裡面的指示進行相關設定



1.1.1.1. 除了透過除了透過除了透過除了透過eClass AppeClass AppeClass AppeClass App，，，，有沒有其他方法簽覆電子通告有沒有其他方法簽覆電子通告有沒有其他方法簽覆電子通告有沒有其他方法簽覆電子通告？？？？

答: 家長可透過登入學校eClass網站簽覆電子通告。

2.2.2.2. 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電子通告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會存放多久會存放多久會存放多久會存放多久？？？？

答: 家長可隨時在eClass App瀏覽該學年已簽及未簽的電子通告。其他學年的

通告則需要登入學校eClass內聯網查閱，除非校方刪除，否則歷年通告將

一直存放以供家長參閱。

3.3.3.3. eClass AppeClass AppeClass AppeClass App可以利用平版電腦登入嗎可以利用平版電腦登入嗎可以利用平版電腦登入嗎可以利用平版電腦登入嗎？？？？

答：可以。家長同樣於App Store或Google Play Store下載eClass App, 但留意

eClass App乃手機應用程式而非iPad應用程式，下載時應到iPhone App清單

搜尋。

4.4.4.4. 如果家長手機沒有流動網絡如果家長手機沒有流動網絡如果家長手機沒有流動網絡如果家長手機沒有流動網絡，，，，還可接收推播訊息嗎還可接收推播訊息嗎還可接收推播訊息嗎還可接收推播訊息嗎？？？？

答: 不能，但當家長的手機恢復連接流動網絡，仍可接收未閱讀之推播訊息。



5. 5. 5. 5. eClass eClass eClass eClass 家長戶口可否多於一位家長共同使用嗎家長戶口可否多於一位家長共同使用嗎家長戶口可否多於一位家長共同使用嗎家長戶口可否多於一位家長共同使用嗎????

答:  可以，家長可以利用eClass 家長戶口的登入名稱及密碼，

登入多於一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接收子女資訊。

6.6.6.6. 如其中一名家庭成員更改密碼如其中一名家庭成員更改密碼如其中一名家庭成員更改密碼如其中一名家庭成員更改密碼，，，，使用相同戶口的家長是否需要使用新密使用相同戶口的家長是否需要使用新密使用相同戶口的家長是否需要使用新密使用相同戶口的家長是否需要使用新密

碼重新登入碼重新登入碼重新登入碼重新登入？？？？

答: 需要，eClass App發放的資訊乃實時學校資訊，每次查閱均需檢查戶口

密碼確保安全，若其中一方更改家長戶口密碼，請謹記通知其他使用者

。

7.7.7.7. 如遺失手機如遺失手機如遺失手機如遺失手機，，，，或忘記家長戶口密碼怎麼辦或忘記家長戶口密碼怎麼辦或忘記家長戶口密碼怎麼辦或忘記家長戶口密碼怎麼辦？？？？

答: 如遇上上述情況，請盡快透過學生手冊通知班主任，以便校方為你重

設eClass家長戶口密碼。密碼重設後，同一戶口的全部便用者需要以新

密碼重新登入。



如忘記密碼需要重設或如忘記密碼需要重設或如忘記密碼需要重設或如忘記密碼需要重設或

有關學校資訊查詢有關學校資訊查詢有關學校資訊查詢有關學校資訊查詢，，，，

請與校方聯絡請與校方聯絡請與校方聯絡請與校方聯絡：：：： 2642 2355

黎文熾黎文熾黎文熾黎文熾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盧啟賢盧啟賢盧啟賢盧啟賢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如有下載及其他技術問題如有下載及其他技術問題如有下載及其他技術問題如有下載及其他技術問題，，，，

歡迎電郵至歡迎電郵至歡迎電郵至歡迎電郵至
support@broadlearning.com

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3913 3211



＊ 若你的手機不能於 Google Play Store (Android) 

或 App Store (iOS) 安裝

才考慮從這裡直接下載

http://eclass.com.hk/apk/eclass_app_apk.php



家長大學(電子學習)

目的： 讓家長了解子女如何運用電子設備進行

學習

對象： 一年級家長(9月26日及27日下午)

三、四年級家長(10日上旬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