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工作坊流程

時間 內容

10:00-10:20 家長登記簽到、手機連接網絡
及登入桌面電腦eClass內聯網

10:20-11:00 簡介eClass App及內聯網
操作

11:00-11:15 家長經驗分享

11:15-11:30 問與答 Q & A





eClass App系統需求

iPhone Android 

• iOS 8.0 以上版本 • Android 4.0 以上版本

• 20MB 儲存空間 • 20MB 儲存空間

•已擁有及登入 Apple ID •支援Google Play應用程式下載

•使用時需連接互聯網
(3G/4G/LTE/WIFI) 

•已擁有及登入 Google 帳戶

•使用時需連接互聯網
(3G/4G/LTE/WIFI) 



下載 eClass App



首次登入eClass App

輸入學校名稱

2017-2018新生開始
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名稱
psxxxxxxx(p+智能卡學生編號)

2017-2018新生開始
輸入家長用戶登入密碼
sxxxxxxx(預設智能卡學生編號)



AndroidiPhone

打開eClass App功能表



小組通訊
Group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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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家長手機關閉了自動彈出訊息，將需自行到「即時訊息」查閱。 ]



學校宣佈 │School News

校園最新消息：
全校、級、班、小組



電子通告 | eNotice

如果已
過期未

能簽署，
請聯絡
班主任
代輸入
回條。

簽署回條，須填
妥空格及輸入所
有密碼，方可成
功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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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紀錄 | ePayment



繳費紀錄 | ePayment
除了手機應用程式，家長也可透過網上登入
eclass.ychcthwps.edu.hk ，可查閱學生所有繳費
紀錄。



校曆表 | School Calendar

與eClass平台同步



學校資訊 | School Information

查閱學校資訊，例如

學生須知、午膳安排、

聯絡我們等。



考勤紀錄|eAttendance

過往考勤紀錄

每日到校及離校時間

家長可選擇以App查看子女考勤，清楚了解出席狀況

正常情況下，各班學
生會顯示到達及離開
時間



小組通訊 | Group Message

利用小組通訊，家長與家
長、家長與班主任之間，
方便大家溝通一些重要的
事項，例如：活動溫馨提
示等。
有關個別家長疑問，如非
急切，可避免在群組提出，
例如：學生忘記帶文具、
提示學生暍水、……等等。



請不要在「小組訊息」內： 正 確 做 法：

1) 通知老師孩子需要請假、
退飯

1) 以 電 話 於 早 上 8 時 至 9 時 正 通 知 校 務 處 職 員 ， 以 便
於電腦系統確實紀錄及適時通知午膳供應商。

2) 向老師詢問有關功課或通
告訊息資料

2)請在學校網站及已發通告內查閱。不要貪一時之快，
加重老師的工作量。

3) 請老師代找課本習作、文
具、衣服等

3)老師的工作以教學為重，課後還需改習作、備課和輔
導學生等。家長可請子女於第二天回校找尋，有需要
才由學生找老師幫忙。這也是訓練同學自理、溝通、
獨立的機會，並學習自己的事要自己負責任。

4) 於上課期間或晚上九時後
傳訊息給老師

4)校方規定老師除特殊情況及經批准，不應在課堂內帶
手提電話進班房。家長如真有緊急事情要通知老師，
請致電學校校務處，必有職員接聽處理。另外，老師
亦須有良好的家庭作息時間，故請大家體諒合作，於
晚上九時前或第二天早上才聯絡老師。

5) 處理與個別家長的私人
事務

5)直接以電話或其他途徑與對方聯絡。因為這個平台是
供全班家長共用，有訊息發出都會全體收到。

6) 於星期六、日或假期向老
師詢問非緊急事務

6) 讓老師也有休息時間。家長之間可以互相提醒，或於
上課日再向老師查詢。

使用 eClass Parent App 之注意事項



登出、更改密碼、刪除

AndroidiPhone

於我的帳戶的學校名稱右

旁，從右邊撥向左邊，按

登出、更改密碼或刪除

於我的帳戶的學校名稱右

旁，按圖示 ，再按登

出、更改密碼或刪除



步驟1：進入eClass後，於右上方按下 進入我的資料
步驟2：選擇清單中的密碼設定，請按照指示輸入舊密碼一次，

然後輸入新密碼一次並再確認新密碼，按更新。
步驟3：選擇清單中的電郵設定，輸入電子郵件，按更新。

更改密碼及電郵：eClass平台

請家長更改密碼及電郵地址，可在桌面電腦直接更改

http://demo-p.eclasscloud.hk/home/profile/info/
http://demo-p.eclasscloud.hk/home/profile/info/


eClass App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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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除了透過eClass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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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通告一般會存放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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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lass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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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長手機沒有流動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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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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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5部)接收子女資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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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遺失手機，或忘記家長戶口密碼怎麼辦？

答: 如遇上上述情況，請盡快致電校務處留 貴子女之班別學號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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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學校資訊查詢，

請與校方聯絡：

2433 1788

如有下載及其他技術問題，

歡迎電郵至
support@broadlearning.com

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3913 3211

mailto:support@broadlearni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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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