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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校行政通告(20-06號) 

教育局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事宜/學校更新eClass Parent App 功能事宜/ 

紅十字會青年團—紅絲帶關懷行動2020/紅十字會青年團「愛心相連大行動2020」慈善義賣/ 

70周年校慶感恩禮暨新設施啟動禮/免費家長活動推介：e 世代的學習與管教/ 

中六級聖誕假期補課安排/12月份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教育局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事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反覆難料，不同程度混合模式的學習，即面授課堂、在家電子或其

他模式學習，可能會是教學的新常態。部分學生因居住環境所限(例如居於劏房、舊樓或偏遠地

區)，未能獲得合適的上網服務。為協助學校加強支援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

的有經濟需要學生，教育局將發放一筆過「補充津貼」，以補貼學校購買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

及／或流動數據卡的額外開支供有需要的學生借用/使用。受惠對象為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例

如固網寬頻服務)的學生，包括正領取綜援／學校書簿津貼的學生，以及經學校識別為家庭經濟

能力有限的學生。為善用現有資源，學校需切實審視學生的實際需要，以供學校申請資助的金額。

煩請 貴家長填寫調查問卷(附件一)，並請注意：提供的資料必須準確無誤；相關的資料或需交

政府部門審核。 

 

(二) 學校更新 eClass Parent App 功能事宜 

為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學校為每個家庭購置 eclass Parent App，費用全數由學校支付，

如未安裝的家長，請參閱（附件二）中的指引，並利用附件上的登入戶口及密碼啟用。Parent App

的功能甚多，但為令家長熟悉操作，學校會分階段啟用相關的功能，現階段會加入第 4項，故合

共有以下功能： 

（1） 電子通告：閱覽及簽署回條。 

（2） 即時訊息：因應特殊情況發放緊急訊息通知家長。 

（3） 考勤：查閱學生出席紀錄 

（4） 查詢繳費戶口結餘，以方便家長檢查是否有足夠金額繳交費用(新增功能)。 

惟家長須注意以下的安排： 

(1)因學校的通告經常附有學生需要的文件，如：考試時間表、活動時間表等，故通告印刷版

會隨電子通告一起發放。至於回條簽署方面，請家長在本次通告的回條標示意願，以示

以後是否採用電子簽署，如家長決定以後採用電子簽署回條，則貴子弟不必繳交印刷版

的回條；但如家長不採用電子簽署回條，則請提醒 貴子弟依時交回印刷版回條。如閣下

已在上學年回覆，若沒有任何更新，則視為不改變意願。如不採用電子簽署回條，則學

校只接受印刷版的回條作為家長的正式回覆，電子簽署的回條視為無效，但家長仍可如

常查閱通告。家長須留意部分通告或因資料收集，需收回紙本回條。 

(2)由於電子通告及即時訊息包含重要事項（如家長晚會、課外活動或各類收費），家長應避

免將戶口及密碼交子女保管，以免遺漏學校發出的訊息，以及向學校發出未經家長同意

的回覆。 

(3)家長可透過 Parent App查閱子女的考勤紀錄。如查閱當天的紀錄，則請注意因部份學生

可能忘記帶卡或拍卡，學校需時確認及更新相關紀錄，故查閱上午的考勤，請在上午 10

時後；查閱全日考勤，請在下午 3時後。至於放學後，由於學生離校時可能忘記拍卡，

或拍卡離校後再折回，故 Parent App不宜用作確認 貴子弟放學後是否留在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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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紅十字會青年團——紅絲帶關懷行動2020 

 每年的12月1日為「世界愛滋病日」，本校紅十字會青年團將於

12月初舉辦相關活動，包括派發紅絲帶、貼紙、心意咭或紀念品，並

在大堂電視播放相關資訊，以鼓勵更多同學了解愛滋病，提升大眾對

愛滋病的關注及認識，消除歧視，表達對愛滋病患者和帶菌者的關

懷，請家長關注。（註：推廣物資及紀念品數量有限，派完即止，歡

迎同學自由領取）更多資訊： https://cmyss.page.link/RedRibbon 

  
(四) 紅十字會青年團「愛心相連大行動 2020」慈善義賣 

https://cmyss.page.link/pass-it-on(活動專頁) 

  為讓學生建立愛己、愛人、愛社區的人道精神，本校響應香港紅十字

會慈善義賣活動，並鼓勵學生及家長踴躍參與。家長可選擇認購義賣品（自

用或愛心轉贈），或以「零錢布施」形式支持，活動所籌得之善款均會用

作開展及推行香港紅十字會各項的人道項目，祈盼家長及學生鼎力支持。

參與善舉的方法，僅臚列如下，以供參考： 

 
迪迪熊百變背囊 

 
「迪迪熊百寶袋」 

 
迪迪熊「愛烘焙」餐具套裝 

包括：滴露潔手液 (150ml) 、

酒精搓手液 (50ml)及殺菌濕

紙巾 (10片裝) 

包括：DR. JOU 六重玻尿酸潤白眼

膜 (6片裝)、曼秀雷敦濃潤修護唇

膜及 PYUAN洗護體驗套裝(15mlx2) 

包括：不鏽鋼餐具 (匙羹、叉、

飲管連清潔刷) + 布藝餐墊 

(印有愛心食譜) 

背囊尺寸︰50cm x 36cm 

*可作「愛心轉贈」禮品 

#顏色：藍色/綠色 

慈善價：港幣 128元 

學校優惠價：港幣 108元 

百寶袋尺寸︰24cm x 21cm 

慈善價：港幣 98元 

學校優惠價：港幣 88元 

包裝呎吋︰38cm x 14.7cm 

慈善價：港幣 78元 

學校優惠價：港幣 68元 

備註 

1. *愛心轉贈——購買並捐出義賣品，經由香港紅十字會轉贈予世界各地的弱勢社群。 

2. #迪迪熊百變背囊——顏色要求分配為先到先得，不設退款。 

3. 家長如有意認購／純捐款，請著 貴子弟到校務處登記，並說明訂購數量或捐款數額，付款作實。 

4. 如以劃線支票捐款，抬頭請寫上「香港紅十字會」或 "Hong Kong Red Cross"，並於支票背面清

楚註明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聯絡電話。 

5. 義賣品約於 2021年 2月或之前，由專人派發給 貴子弟。 

6. 截止日期：2020年 12月 11日（五）或之前（訂購／愛心轉贈／純捐款）。 

捐款收據 
 「愛心轉贈」或「純捐款」可在稍後獲發香港紅十字會收據 

 購買義賣品自用，不能獲發捐款收據 

迪迪熊愛心義賣站 

本校「紅十字會青年

團會」會開設攤位，

歡迎同學即場訂購、

純捐款或零錢布施。 

2020年 12月 1-3日(二至四) 

時間：早上 0745-0815 

地點：學校大堂 

 歡迎認購義賣品／愛心轉贈／純捐

款，付款作實。 

 零錢布施——同學可將零錢投入「校

園捐款箱」，共襄善舉（不限金額、

不設找續、不設收據）。 

  本活動屬慈善性質，純屬自願參與。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紅十字會青年團」團長潘庭碧老師

或助理團長徐閏桓先生聯絡。 

https://cmyss.page.link/RedRibbon
https://cmyss.page.link/pass-i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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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70周年校慶感恩禮暨新設施啟動禮 

12月 18日(五)為本校 70周年校慶感恩禮暨新設施啟動禮，時間為 10:00AM-1:00PM，並

恭請香港天主教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蒞臨主禮，歡迎家長報名參加，一同分享重要時刻。學生

上學時間由 9:00AM至 1:00PM，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及校褸參與典禮(指定制服團隊除外)。 

 
(六) 免費家長活動推介：e 世代的學習與管教 

本校友好機構基督教勵行會與香港教育城於 11 月 20 日(五)早上 10 時舉辦免費家長講座 
「e世代的學習與管教」，內容包括如何教導子女適當使用流動學習裝置、互動學習及贈送禮物
包。詳情及報名手續見(附件三)。 

 

(七) 中六級聖誕假期補課安排 

為提升 貴子弟應付中學文憑試的能力，學校將於十二月廿一日(星期一)至廿三日(星期三)、

廿八日(一)至三十一日(四)聖誕假期間為學生進行補課。為配合防疫政策，學校只進行上午補課

(上午 9:30-12:30)，詳細安排見下表。學生如已退選該科，則毋需回校，請敦促及鼓勵 貴子

弟依時出席及遵從回校的防疫政策。 
 

日期 21/12（一） 22/12（二） 23/12(三)  

09:30 

至 

12:30 

中文 A組:604室 

中文 B組:503室 

中文 C組:504室 

中文 A組:604室 

中文 B組:503室 

中文 C組:504室 

數學延二:105室 

 

 

日期 28/12（一） 29/12（二） 30/12(三) 31/12（四） 

09:30 

至 

12:30 

數學 A組:105室 

數學 B組:504室 

數學 C組:503室 

數學 A組:105室 

數學 B組:504室 

數學 C組:503室 

化學:611室 

企財:503室 

資通:207室 

地理:302室 

視藝:214室 

化學:611室 

企財:503室 

資通:207室 

地理:302室 

視藝:214室 

(八) 12月份特別日子提醒 

1. 18/12(五)：70周年校慶感恩禮，放學時間：一時正。 
2. 21/12/2020(一)至 1/1/2021(五)為聖誕節及元旦假期，4/1/2021(一)照常上課。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 

《回 條》 
【請於 11月 23日(星期一)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頃接 貴校行政通告（20-06號），知悉有關事宜。 
1.學校採用 eClass Parent App事宜，本人將 

□採用電子簽署回條。 
□不採用電子簽署回條，並明白須著吾子弟依時交回印刷版回條。 
 

2.70周年校慶感恩禮暨新設施啟動禮 
本人將*出席/不出席 70周年校慶感恩禮暨新設施啟動禮，出席人數＿＿位。 

中＿＿＿＿班學生＿＿＿＿＿＿（班號____）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_____日                            家長簽署：＿＿＿＿＿＿＿＿＿＿＿＿＿ 

(請以＂＂選擇適用者，*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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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回條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並刪去不適用者）  

□  本人子女的住所已接駁寬頻上網服務，不需要學校的相關額外支援。  

□  本人的子女因居住於  *劏房／舊樓／偏遠地區，未能獲得合適的上網服務，

需要學校的額外支援。本人已向以下的互聯網服務供應商查詢，確定住所

未能接駁合適固網寬頻服務。曾查詢的互聯網服務供應商名稱如下：  

（ 1）  

（ 2）  

（ 3）  

 

□  本人子女正受惠於以下計劃：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包括上網費津貼）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半額  津貼  

□  學校的減免學費計劃（只適用於直資學校）  

 

□  本人及子女沒有受惠於學校、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的援助，惟現時家庭經

濟能力有限。（請說明：  

＿      ＿＿＿＿＿＿＿＿＿＿＿＿＿＿＿＿＿＿＿      ＿

＿＿               ＿＿＿＿＿＿＿＿＿＿＿＿＿＿＿  

   本人謹此聲明所提供的資料準確無誤。  

 

此覆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長    

 

家長 /監護人簽署：           

家長 /監護人姓名：           

學生班別：         （   ）  

學生姓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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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ass Parent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指南 

天主教鳴遠中學 資訊科技及校管系統組 

1. 安裝程式 

使用手機掃描二維碼，或在流動應用市場搜尋 eClass Parent app，安裝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若不能使用 Google Play，可到網頁下載安裝檔︰https://eclass.com.hk/apk/eclass_app_apk.php 

 

2. 首次登入程序 

 

 選擇「天主教鳴遠中學」 

 

 輸入家長登入名稱 

 

監護人的登入名稱與學生證編號相似︰ 

例子︰若學生編號是 s20207896， 

則家長登入編號為 p20207896。 

 

 密碼 

 

監護人身份證號碼前 4位（全小階）+ "my" 

（如身份證號碼是 A123456(7)，密碼為︰a123my） 

 

如上述密碼未能使用，可試用 y234my。 

 

家長如果對登入帳戶有查詢，可致電 27027102，與

校務處職員聯絡。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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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碼處理 

  

登入後，家長可選取「儲存」密碼，之後

使用程式時便毋需每次輸入。 

如需要更改密碼，可在「我的帳戶」頁面

裡，按右上方「三點」→「更改密碼」。 

 

4. 基本頁面資訊 

  

學生出席記錄及學校宣佈會在主頁顯示。 按左上方「三劃」按鈕，可調出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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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閱考勤記錄 

 

  

按左上方「三劃」按鈕，可調出選單。 按「考勤紀錄」按鈕查看遲到缺席資料。 

 

6. 查閱結存及繳費記錄 

 

  

按選單中的「繳費紀錄」。 可查看戶口結存及繳費資料。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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