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一新生家長會
日期：29/08/2020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2020-2021年度



座談會流程

時間 內容 負責人

9:00-9:05 歡迎 梁頴思主任

9:05-9:15 介紹老師 梁玉華校長

9:15-10:15 校園新天地
楊秀銀主任

10:15-10:30 答問時間

10:30-10:45 小休

10:45-11:30 班本新生適應 正/副班主任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2020-2021年度

開學前準備

校園新天地



準備
學生 家長



準備



2019-2020年度 正常學生上課時間表



2020-2021年度 半日上課/視像課時間表



開學首週返放學時間

週次 日期 一至六年級

第一週 9月1日(星期二)
至

9月4日(星期五)

8:20am-9:40am  

9月7日(星期一) 至
學生回校恢復面授
課堂前

8:20am-12:45pm



小學階段的成長
學生能夠

「管好自己、不要妨礙別人」



班風培育

「溫和且堅定的教養方式」



準備

✓盡量使用拉鍊筆袋
✓每天預備鉛筆5支(貼名)
✓每天帶備擦膠(款式盡量簡單，不宜太大塊) 
✓每天帶備膠間尺(建議是透明的，刻度有英吋
inch和厘米cm最好，15-20cm長) 

✓每天帶備功課袋(建議使用透明雙拉鍊網袋，前
袋放手冊、通告；後袋放功課) 。



準備
✓每天自己執拾書包，盡量減輕書包的重量
(請家長負責檢查)

✓個人物品上寫上姓名
✓每天可以準備一些健康小食於小息期間進食，
並以食物盒盛載

✓如有需要，可帶備最多$20零用錢
✓每天帶備水壺
✓每天帶備清潔的手帕/紙巾(上洗手間時用)/餐具
✓上視藝課時，應帶備圍裙手袖
✓在雨季期間，請每天帶備小童雨傘或雨衣



學生手冊管理

~ 手冊保持清潔，包括封
面及內頁，不得貼上公
仔貼紙或塗鴉。

~ 家長應該每天檢查學生
手冊及簽閱。



 學生手冊P.3 近照及穿著整
齊本校校服

填寫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學生手冊P.7 

填寫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學生手冊P.8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學生手冊
P.9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A/B

A/B

學校體育科教師填寫



•學生手冊
P.14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學生手冊P.17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學業方面：

品德方面：



•學生手冊P.16-17 



•學生手冊 P.18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家長可於該天16:30後，
登入本校網頁查閱。



•學生手冊 P.25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學生手冊P.67 



•學生手冊P.71 學生手冊注意事項

9、10月豁免



家校合作

緊密溝通



 好處
✓ 方便
✓ 簡單
✓ 直接
✓ 即時
✓ 容易管理和使用

eClass App手機版面

eClass App
eClass App 是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能夠讓學校很容易
和迅速把相關資料傳遞給家長。家長亦可以利用這程
式簡單容易地了解子女和學校最新消息。

1.電子通告系統



安裝部份 (Android)

1.電子通告系統



家長手機登入
安裝部份 (Android)

輸入學校名稱:

輸入家長戶口名稱:

輸入戶口密碼:

按 「 增 加 帳 戶 」
(多於一位子女就讀)

1.電子通告系統



安裝部份 (iOS)

1.電子通告系統



家長手機登入
安裝部份 (IOS)

輸入學校名稱:

輸入家長戶口名稱:

輸入戶口密碼:

按 「 增 加 帳 戶 」
(多於一位子女就讀)

1.電子通告系統



Android iOS

即時訊息
推播通知
手機效果

即時訊息
手機檢視
(可檢視過
去已閱的
即時訊息)

即時訊息 (Push Message)

1.電子通告系統



Android iOS

左上角的首頁位置，檢視學校宣佈紀錄。 按下方 “學校宣佈”，檢視學校宣佈紀錄。

學校宣佈 (School News)
1.電子通告系統



Android iOS

即時訊息
推播通知
手機效果

即時訊息
手機檢視

電子通告 (eNotice)

1.電子通告系統



Android

左上角的首頁位置，檢視通告紀錄。 按 通告標題, 簽署回條

電子通告 (eNotice)

1.電子通告系統



iOS
按下方 “通告”，

檢視電子通告紀錄。
按 通告標題, 簽署回條

電子通告 (eNotice)

1.電子通告系統



Android iOS

即時訊息
推播通知
手機效果

即時訊息
手機檢視

電子通告 (eNotice)

1.電子通告系統



直接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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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電子通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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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校將於新學年（2020-2021年度）開始推行「電子
通告系統」 （eClass parent app）

✓ eClass parent app的登入帳號與密碼已於8月24日
透過SMS發放去到家長的手提電話

✓ 本校校網有電子通告（eClass parent app）的教學
影片和使用手冊

1.電子通告系統



✓ 如學校發放通告，班主任會提示學生於手冊欄內註
明，提醒家長可透過eClass parent app簽閱

✓ 簽署及回覆時，家長務必小心選擇選項，因一經簽
署確認後，則無法修改。

✓ 通告發出後，老師可透過eclassApp知道家長的瀏
覽及回覆情況如截止日期後發現家長沒有觀看或回
覆，老師便會發放訊息提醒家長。

1.電子通告系統



Android iOS

左上角的首頁位置，檢視校曆表。 按下方 “更多”> “校曆表”, 檢視校曆表。

校曆表(School Calendar) (家長效果)



Android iOS

左上角的首頁位置，檢視家課表。 按下方 “更多”> “家課表”, 檢視家課。

家課表(eHomework) (家長效果)



Android iOS

左上角的首頁位置，檢視繳費紀錄。 按下方 “更多”> “繳費紀錄”檢視。

繳費紀錄(ePayment) (家長效果)



2.電子繳費系統

1.內聯網開設戶口，學校收取之費用會於該戶口扣數，因
此家長需於學校扣數前為戶口增值(即繳費)。

2.增值方式：
A.「繳費靈」經電話或網上轉帳增值(每次增值之手續
費$2.2)

B.帶付款咭到便利店增值 (OK便利店、華潤萬家或
VanGO便利店) (每次增值之手續費$3.4)

為減省每次增值之手續費，建議家長可於每學年或學期作一次
較大金額的增值。學校已估計這學年將收費的項目及大約金額
(見2020-2021 年度常規性收費項目估算表)，家長可按金額為
學生的戶口增值，以便有需要時扣除，不需逐次繳交費用。





A.「繳費靈」經電話或
網上轉帳增值(每次增
值之手續費$2.2)

B.帶付款咭到便利店增
值 (OK便利店、華潤萬
家或VanGO便利店) (每
次增值之手續費$3.4)

付款咭



a) 學校如收取任何費用，會先以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項目及金額，並請家長在通告回條簽署知

悉。於到期付款日後在學生戶口扣數。 

 

b) 學校電子付款不包括捐款及直接付款予服務供應商的費用，如午膳費用、校服或活動班等。 

 

c) 學期結終時，學生智能卡戶口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學生智能卡戶口會於學生離校時自動終

止運作，剩餘金額將全數退還給家長。 

 

d) 「繳費靈」PPS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七時正，至於 OK便利店、華潤萬家或 VanGO便利店之

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時正，相關之增值及繳費紀錄會於繳費日的下一個工作天（以五天工

作日計算）下午一時後顯示於 eClass平台上；若於截數時間後增值，處理程序將順延一個工作

天。  

 

本校已於今天將付款咭交予 貴子女，敬希查收(此付款咭會用至學生畢業或離校為止，敬請妥善保

管)。如家長希望透過「繳費靈」付款，請參閱附頁(一)有關如何開設戶口及繳費之指引。而有關電子

付款的常見問題亦已臚列於附頁(二)之資料上。如家長欲查閱學生帳戶及增值記錄，可參閱附頁(三)

的步驟及指引。家長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 24718502與班主任或李淑玲主任聯絡。 

「繳費靈」PPS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下午七時正，至於OK便利店、華潤萬家或
VanGO便利店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下午五時正，相關之增值及繳費紀錄會於繳
費日的下一個工作天下午一時後顯示於
eClass平台上。

注意事項



Android iOS

左上角的首頁位置，檢視繳費紀錄。 按下方 “更多”> “繳費紀錄”檢視。

繳費紀錄(ePayment) (家長效果)



查閱學生賬戶(內聯網頁)

1. 登入學校網址：http://www.wcsy.edu.hk/ 

 

 

 

 

 

 

 

 

 

 

 

 

 



1. 利用學生的 e Cla s s 戶口及密碼登入本校 e Cla s s 內 

 

 

 

 

 

 

 

 

 

 

2.



3. 選擇「我的智能咭」1.  

 

 

 

 

 

 

 

 

 

 

 

 



4. 選擇「戶口結餘及紀錄」



a) 學校如收取任何費用，會先以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項目及金額，並請家長在通告回條簽署知

悉。於到期付款日後在學生戶口扣數。 

 

b) 學校電子付款不包括捐款及直接付款予服務供應商的費用，如午膳費用、校服或活動班等。 

 

c) 學期結終時，學生智能卡戶口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學生智能卡戶口會於學生離校時自動終

止運作，剩餘金額將全數退還給家長。 

 

d) 「繳費靈」PPS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七時正，至於 OK便利店、華潤萬家或 VanGO便利店之

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時正，相關之增值及繳費紀錄會於繳費日的下一個工作天（以五天工

作日計算）下午一時後顯示於 eClass平台上；若於截數時間後增值，處理程序將順延一個工作

天。  

 

本校已於今天將付款咭交予 貴子女，敬希查收(此付款咭會用至學生畢業或離校為止，敬請妥善保

管)。如家長希望透過「繳費靈」付款，請參閱附頁(一)有關如何開設戶口及繳費之指引。而有關電子

付款的常見問題亦已臚列於附頁(二)之資料上。如家長欲查閱學生帳戶及增值記錄，可參閱附頁(三)

的步驟及指引。家長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 24718502與班主任或李淑玲主任聯絡。 

學校如收取任何費用，會先以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
項目及金額，並請家長在通告回條簽署知悉。於到期付
款日後在學生戶口扣數。

注意事項



a) 學校如收取任何費用，會先以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項目及金額，並請家長在通告回條簽署知

悉。於到期付款日後在學生戶口扣數。 

 

b) 學校電子付款不包括捐款及直接付款予服務供應商的費用，如午膳費用、校服或活動班等。 

 

c) 學期結終時，學生智能卡戶口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學生智能卡戶口會於學生離校時自動終

止運作，剩餘金額將全數退還給家長。 

 

d) 「繳費靈」PPS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七時正，至於 OK便利店、華潤萬家或 VanGO便利店之

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時正，相關之增值及繳費紀錄會於繳費日的下一個工作天（以五天工

作日計算）下午一時後顯示於 eClass平台上；若於截數時間後增值，處理程序將順延一個工作

天。  

 

本校已於今天將付款咭交予 貴子女，敬希查收(此付款咭會用至學生畢業或離校為止，敬請妥善保

管)。如家長希望透過「繳費靈」付款，請參閱附頁(一)有關如何開設戶口及繳費之指引。而有關電子

付款的常見問題亦已臚列於附頁(二)之資料上。如家長欲查閱學生帳戶及增值記錄，可參閱附頁(三)

的步驟及指引。家長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 24718502與班主任或李淑玲主任聯絡。 

✓ 不包括捐款及直接付款予服務供應商的費用
，如午膳費用、校服或活動班等。

✓ 戶口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戶口會於
學生離校時自動終止運作，剩餘金額將全數
退還給家長。

注意事項



a) 學校如收取任何費用，會先以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項目及金額，並請家長在通告回條簽署知

悉。於到期付款日後在學生戶口扣數。 

 

b) 學校電子付款不包括捐款及直接付款予服務供應商的費用，如午膳費用、校服或活動班等。 

 

c) 學期結終時，學生智能卡戶口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學生智能卡戶口會於學生離校時自動終

止運作，剩餘金額將全數退還給家長。 

 

d) 「繳費靈」PPS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七時正，至於 OK便利店、華潤萬家或 VanGO便利店之

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時正，相關之增值及繳費紀錄會於繳費日的下一個工作天（以五天工

作日計算）下午一時後顯示於 eClass平台上；若於截數時間後增值，處理程序將順延一個工作

天。  

 

本校已於今天將付款咭交予 貴子女，敬希查收(此付款咭會用至學生畢業或離校為止，敬請妥善保

管)。如家長希望透過「繳費靈」付款，請參閱附頁(一)有關如何開設戶口及繳費之指引。而有關電子

付款的常見問題亦已臚列於附頁(二)之資料上。如家長欲查閱學生帳戶及增值記錄，可參閱附頁(三)

的步驟及指引。家長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 24718502與班主任或李淑玲主任聯絡。 

✓上述有關電子通告及繳費的內容，已通
告Sc01內提及過

✓付款咭用至學生畢業或離校為止，敬請
妥善保管。

✓家長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 2471 

8502 與班主任或梁頴思主任聯絡。

注意事項



✓家長只須填寫一份合併表格，便可同時
參加以上兩項服務

✓學生健康服務: 免費
牙科保健服務: 收費港幣30元正

✓參加表格內的學生編號，即學生紀錄卡編號，
可參考小一派位證

✓不參加者須填寫不同意書，並須交回整份表格

3. 學生健康服務及牙科保健服務

✓表格可直接交回校或郵寄致本校（7/9前)



✓如申請有關資助計劃的學生，可向班主任索取
有關表格

4. 學生資助計劃

✓自行寄往學生資助辦事處

✓如獲通知成功申請的學生，須向班主任遞交由
學生資助處發出之「資格證明書」，以便學校
辦理核實手續



5.學生午膳安排
午膳方式：

a. 自行帶備午膳

b. 由家長或傭人送飯
➢ 請於學生的餐盒、餐具及食物袋上貼上學生名字及班別，以資識別
➢ 為配合學校健康飲食政策，請自行送餐的家長切勿送快餐及汽水予學生作

午膳

c. 訂購飯盒

➢ 不收取現金
➢ 可透過「繳費靈」付款、 7-11、OK便利店、華潤萬家超市及Vango便利店

繳費、
➢ 日後午膳將可使用流動電話應用程式進行訂購，可用信用卡繳費
➢ 請家長於將餐單及繳費收據釘在一起交回班主任辦理
➢ 退款服務:

家長可於上午10時前，致電退餐熱線— 29440466或 於辦公時間以外留言
退餐 (校名、姓名、班別、學號及退餐日期) ， 為缺席學生取消訂餐；
或如於上課期間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佈學校毋須上課)，當
日午膳自動取消，所扣減的餐費將以隔月形式於餐單上自動扣減。



6.學童安全溫馨提示

私家車在紫荊東路本校草坪至校舍此
一段道路間切勿隨意調頭。

上學時段，家長抵校後，貴子弟宜盡快下車。

放學時段，請家長勿泊車於學校大閘外。



獎勵計劃
加油！

加油！





重點培育的品德：













獎勵---有品星章
到抓娃娃機(夾公仔機)
抓一個黃陳品德小玩偶

到扭蛋機，抽出聖靈果
子一個

喜樂



邏輯後果
✓ 邏輯後果需要老師和學生在班級會議的商討。

從而鼓勵學生選擇負責地合作。

✓ 在討論某不當行為的邏輯後果時，應乎合以下
四大R條件：



陪伴

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