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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給自己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聖經－－箴言 22：6 ） 

 

致：中一級新同學的信 
你好！歡迎你進入我們這個家庭----基督書院！ 
你的成長，就如蝴蝶的蛻變，好好預約更好的自己！ 
無論你在小學的際遇如何，邀請你跟我們一起，為自己的成長重新起步! 
這裡容我跟你分享一些學校的信念及為你設計的一系列適應活動。                                  

 我們相信每個生命都是造物主奇妙的作為。你的成長好像蝴蝶的生命歷程，會

經歷不同階段的突變；蝴蝶幼蟲是外表醜陋的毛蟲，然而內裏卻孕育著美麗生命。

生命成長中總有脆弱、危險和困難，但只要堅持與不放棄，便能把危機轉化為成長

的機會；正如幼蟲變成繭，把生命轉化和提升，最後我們必能看到蝴蝶破繭而出的

時刻，欣然接受造物主給我們的恩典。 
或許你會問小學時曾犯上偏差行為或過失，是否仍有可能像毛蟲一樣，有朝一

日蛻變成為美麗的蝴蝶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神已揀選你進入這個蒙福的地

方(基督書院)，給你不少成長的潛力，更給你成長的重要本質：變 (We can 
CHANGE！)。別忘記，你在這裡是可以重新開始，是可以改變的！如何能發揮神所

賦予的潛力，讓自己改變得更好，並健康成長，是你、你的父母及本校老師共同的

責任！ 
面對二十一世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二十一世紀國際教育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於一九九六年

發表《學習：內在的寶藏》(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報告書與二零零三年所出

版的《開發寶藏：願景與策略 2002–2007》(Nurturing the Treasure: Vision and 
Strategy 2002–2007)一書中，提出了終身學習五大支柱的概念，意味著學生為回應二

十一世紀多變的環境而需要學習的五大項目包括： 
支柱一：學會與人相處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認識他人及其歷史價值，促使人類

以智慧及和平的方式實現共同的理想，並解決無可避免的衝突。 
支柱二：學會追求知識 (learning to know)--學習追求知識，是通往終身教育的途

徑，同時也是終身學習的基礎。 
支柱三：學會做事 (learning to do )--個人既要學會做事的方法，更要養成處理各種

情境的能力。 
支柱四：學會發展 (learning to be)--需要學會獨立自主及更具有判斷力，對於團體目

標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每個人的天賦就如同被埋藏的寶藏，需經由適當的途徑開

發，以獲得充分的發展。 
支柱五：學會改變 (learning to change)--處於劇變的社會，時刻善察改變，並透過學

習以發展個人因應改變與主導改變的能力，成為必備的生活要素。 
 

為回應上述普世對新一代成長的要求，我們為你設計一系列的適應及培訓計

劃，目的是為你適應中學生活作更好的準備！                   ---庾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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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好好管理與父母的關係 

 

親愛的家長： 

當你的子女踏入基督書院的校門，你便是我們輔翼孩子成長的夥伴

(Partners)！這個校園秉承創校育材的理想，培育見證「基督」新生代，

致力培育學生擁有「基督人」(CHRISTian)素質，亦展現「關愛樂群」

(Caring)、「柔和謙遜」(Humility)、「堅毅抗逆」(Resilience)、「忠誠信

實」(Integrity)、「策略學習」(Strategic learning)及「珍惜感恩」(Thankfulness)
等六種核心價值信念上。期望你能與我們分享相同的信念，為你的子女創建

健康而理想的成長環境。 

誠如美國著名文學家多蘿西若特博士 ( Dorothy Law Nolte ) 生前一首

著名的詩「孩子從生長的環境中學習」（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
可以讓我們找到一些培育孩子的啟示。  

 

在指責中成長的孩子，容易怨天尤人。在敵意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好勇鬥狠。 

在恐懼中成長的孩子，容易畏首畏尾。在憐憫中成長的孩子，學會自怨自艾。 

在嘲弄中成長的孩子，容易消極退縮。在嫉妒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勾心鬥角。 

在羞辱中長大的孩子，容易自責難安。在包容中成長的孩子，學會保持耐性。 

在接納中長大的孩子，學會愛人愛己。在讚許中長大的孩子，容易喜歡自己。 

在認同中長大的孩子，容易掌握目標。在誠實中長大的孩子，學會真誠處世。 

在公平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正直正義。在鼓勵中成長的孩子，充滿自信。 

在讚美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感恩。在分享中長大的孩子，慷慨大方。 

在善良、體貼中長大的孩子，心存敬意。 

在安全中長大的孩子，對自己與身邊的人充滿信心。 

在善意之中成長的孩子，可以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在世情多變及充滿誘惑的世代，如何讓孩子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及成就是我們向

所關心的要務！我們所具備的是來自聖經及學術上的權威（Authority），來自我們願

意持守的教育使命與責任（Accountability）。我們會給學生交流的空間及機會

（Availability），讓他們經歷被關懷 (Affection)、讚賞（Appreciation）與被接納 
(Acceptance)，讓學生在成長中建立自信及自律，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活出蒙福的生命！ 
  

盼望我們能共同實踐這個信念，讓愛與夢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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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認識六年一貫的「基督人素質」 

「基督人素質 」與符合正向心理學的理念。美國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

(Martin Seligman)指出如果我們能運用個人品格的強項(性格優點)在學習、工作、休

閒、家庭生活等各方面，將更能感受到真實的快樂及幸福圓滿。在 2004 年，他與克

里斯多夫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將二百多種關於人性正向特質歸納成六種美

德 (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靈性及超越、仁愛、公義和節制)及具體可測量的二十

四個品格強項 (Peterson & Seligman, 2004)。你能找到自己性格上的優點嗎？ 

基督人素質 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CHRISTian 

Qualities 
美德 

Virtues 
品格強項 

Character Strengths 

解說 
Illustration 

關愛樂群 
Caring 

 

仁愛 
Humanity

 

去愛和被愛 
Love 

 重視人際正向的關係 (互相分享與關懷

的關係)。 
 

仁慈和寬宏

Kindness 
 對別人仁慈和寬宏大量。享受為別人做

好事，即使是那些人和自己認識不深。 
社交智慧 

Social Intelligence 
 明白別人的動機和感受。在不同的社交

場合，知道該做甚麼，也知道做些甚

麼，才能使其他人感到自在。 
柔和謙遜 
Humility 

 
 

節制 / 修養 
Temperance

 

寬恕和慈悲 
Forgiveness  

 寬恕那些對不起自己的人。常常給別人

第二次機會。個人的座右銘是慈悲，不

是報復。 
謙恭和謙遜

Humility 
 不追求別人的注視，比較喜歡讓自己的

成就不言而喻。 
小心、謹慎 

和審慎 
Prudence 

 做選擇時，總是一貫地審慎行事。不會

說那些將來令自己後悔的話，或是做將

來會後悔的事。 
自我規範(控制) 
Self-Regulation 

 是個自律的人。對自己的食量和情緒有

自制力。 
堅毅抗逆 
Resilience 

 
 
 

勇氣 
Courage

 

勇敢和勇氣

Bravery 
 不會在威脅、挑戰、困難或痛苦面前畏

縮，並根據自己的信念而行動。 
勤奮、用功 

和堅毅 
Perseverance 

 努力去完成自己開展的工作。無論怎樣

的工作，都會盡力準時完成。工作時，

不分心且樂在其中。 
誠實、真摰 

和真誠 
Honesty 

 誠實的人，不止說實話，還會以真誠和

真摰的態度生活，更不虛偽，是個「真

心」的人。 
生命力  

(興緻、熱情、 
活力和幹勁)  

Zest  

 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懷著興奮的心情和

幹勁。做事不會半途而廢，也不會覺得

没勁，因為對於自己而言，生命是一場

歷險(Life is an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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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信實 
Integrity 

 
 

公義 
Justice

 

公民感、 
團隊精神和忠心

Teamwork  

 作為團隊的一份子，表現突出。經常忠

心完成自己的分內事，並為團隊的成功

而努力。 
不偏不倚、公平

和公正 
Fairness 

 對所有人公平是堅持不變的原則。個人

不因個人感情而對別人作出偏差的判

斷，並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機會。 
領導才能

Leadership 
 在領導方面表現出色。鼓勵組員完成工

作，並令每名組員有歸屬感，維持團隊

的和諧。 
策略學習 
Strategic 
Learning 

 

智慧與知識 
Wisdom and 
Knowledge

 

創造力(靈巧和獨

創) Creativity  
 能够想出新方法去做事。如果有更好的

方法，決不會滿足於用傳統方法去做同

樣的事。 
對世界的好奇和 
興趣 Curiosity 

 對任何事都感到好奇。經常發問，對所

有話題和題目感到著迷，並喜歡探索和

發掘新事物。 
開明的思想 

(批判性思考) 
Judgment 

 能從多角度思考和考證事物是你重要的

特質。不會妄下結論，只會根據實際的

證據做決定。 
喜愛學習 

Love of Learning 
 喜愛學習新事物。喜愛上學，閱讀，參

觀博物館和任何有機會學習的地方。 
洞察力 

Perspective 
 重視自己對事物的洞察力。 

珍惜感恩 
Thankfulness 

 
 

靈性及 
超越 

 
Transcendence

 

對美麗和卓越的

欣賞 
Appreciation of 

Beauty & 
Excellence  

 從大自然、藝術、數學、科學以至日常

生活體驗，都有留意和欣賞到其美麗、

優秀，和富技巧之處。 

感恩 
Gratitude 

 留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但從不會

視為理所當然。因常常表達謝意，朋友

和家人視自己是個懂感恩的人。 
希望、樂觀感 
和未來意識  

Hope 

 對未來有最好的期望，並努力達成心

願。相信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幽默感和挑皮

Humor 
 喜歡大笑和逗別人快樂，為別人帶來歡

笑很重要。在任何情況下，自己都嘗試

去看事情輕鬆的一面。 
靈修性、對目的

的觀念和信念 
Spirituality 

 對祟高的人生目標和宇宙意義有着強烈

和貫徹的信念。知道自己怎樣在大環境

中作出配合，個人的信念塑造了自己的

行為，也成了自己的慰藉之源。 
          註：「基督人素質」插畫乃本校視覺藝術科韓俊苗老師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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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了解並積極參與升中暑期活動 

中一同學，升中是既充滿期盼喜悅，又同時滿懷疑慮不安的時刻！ 

今天我們想給你一些「重要資訊」，好讓你能更安心愉快地成長。 

第 1 步：新生註冊 (28-29/7/2022) 
 登記學生資料、場內設有特殊學習需要支援站、校服及新書訂購。 

 小六升中一暑期作業 (可於註冊日在本校 510室以集體價購買或可自行在外

間書店以原價購買)  

 

 

第 2 步：中一學科測驗及英文評核試 (2-3/8/2022) 

日期 活動 時間/地點 細則 

8 月 2日 
( 星期二 ) 

全港統一 
學科測驗 

 
(*同時段有家長講

座：「與校長們有

約」，誠邀家長出

席與校長們對話) 

上午 8：45到校【禮堂集合】 

 時間：上午 9:00—12:30 

 考試安排： 

1. 數學科  9:00-9:55 

2. 小  息  9:55-10:10 

3. 英文科  10:20-11:10 

4. 小  息  11:15-11:30 

5. 中文科  11:40-12:30 

(預計 12:30放學) 

 地點：四樓禮堂 

1. 學生須帶備 

(a)中一派位証 

(b)文具（黑/藍色原子

筆、鉛筆及橡皮）。 

2. 學生須穿著整齊樸素便

服，儀容髮式端正。 

3. 遲到者不予補時。 

4. 學生因病／事未能參加

測驗，按教育局規定，家

長須向學校呈交書面解

釋。 

 

 有關編班及銜接班通

告，將於 8/8(一) 「暑

期學堂」時派發，並把有

關資訊上載於校網內。 

 

8 月 3日 
( 星期三 ) 

中一新生 
英文測驗及 

聯課活動簡介 
 
 

上午 8：45到校【禮堂集合】 

 測驗：上午 8:45-10:30 

 簡介：上午 11:00-12:00 

 地點：四樓禮堂 

 

 若教育局宣佈因惡劣天氣影響，學校需要停課，學科測驗將順延舉行，詳情請留意

學校網頁資訊 (https://www.christcollege.edu.hk/) 

科目 暑期作業名稱 出版社 
原價

(元) 

集體訂購價

(元) 

中文科 校本暑期練習冊 (未經教育局評審) / / $35 

英文科 
Summer Adventure in English (A Foundation 

Course) (3rd Ed.)(with Audio CD) (P6-S1) 
Athens Education $40 $25 

數學科 
哇！數學夏日樂（新課程版） 

（小六升中一） 
樂思教育出版 
有限公司 

$48 $26 

https://www.christcolleg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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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中一暑期學堂 (8-12/8/2022) 
 學生若因病/事未能出席暑期活動，請於早上 8時 30分後致電校務處辦理請假手續  

日期 活動 時間 細則 

8 月 8-11日 
(四天) 

中一 
暑期學堂 

 上午 9:00--12:00 
【早上有蓋操場集隊】 

(地點：106-109室) 

1. 學生須穿著整齊樸素的便

服，儀容髮式端正。 

2. 學生可按需要自備乾糧、清

水及外套。 

 內容：英文及數學課程 

安排 \ 日期 8/8 (一) 9/8 (二) 10/8 (三) 11/8 (四) 
9:00-9:45 英文課(第一節) 英文課(第一節) 數學課(第一節) 數學課(第一節) 

9:45-10:00 小息(15 分鐘) 小息(15 分鐘) 小息(15 分鐘) 小息(15 分鐘) 

10:00-10:45 英文課(第二節) 英文課(第二節) 數學課(第二節) 數學課(第二節) 
10:45-11:00 小息(15 分鐘) 小息(15 分鐘) 小息(15 分鐘) 小息(15 分鐘) 

11:00-12:00 英文課(第三節) 英文課(第三節) 數學課(第三節) 數學課(第三節) 
12:00 敬禮放學 敬禮放學 敬禮放學 敬禮放學 

 注意事項  

1. 作為新同學初到校園，透過群體學習建立良好的生活及學習的習慣。因此，請你： 

A. 尊敬老師 (對教師敬禮及面對老師時要點頭微笑/問安) 

B. 尊重同學 (對同學有禮及不大聲喧嘩影響大家安寧，以免妨礙別人學習) 

C. 重視學習 (無鐘聲集隊，課前預習，課內自律做筆記，課後溫習) 

2. 學堂設有獎項鼓勵學生向上。每班設英文及數學「優良獎」各 3名及「進步獎」各 2

名。獎狀將安排於開九月開學後由班主任頒發。 

3. 如遇惡劣天氣 (紅/黑雨、八號或以上風球)，教育局宣佈所有中學停課；該日課堂及

活動將會取消。(如有查詢可致電 26353330與校務處聯絡或留意當天校網資訊。) 

8 月 12 日 
( 星期五 ) 

中一 
暑期學堂 
考核 

 時間：上午 9:00-11:00 
*報到時間：9:00 

 考試安排： 
1. 數學科  9:15-9:45 
2. 小  息  9:55-10:10 
3. 英文科 10:20-10:50 

(預計 11:00 放學) 
 地點：禮堂 

 所有中一學生必須準時回校進

行考試。 
 如在考核未達標者，須於

19/8(五)回校參與補習班。 
 若教育局宣佈因惡劣天氣影

響，學校需要停課，考核將順

延至 19/8(五)同樣時間進行。

(請留意學校網頁資訊) 

8 月 19 日 
(星期五) 

補習：英文
及數學科 9:00-12:15 

 供第一次英文科/數學科考核

(12/8)未達標的學生參加 
 校方將個別致電通知家長 

8 月 24 日 
(星期三) 

回校完成 
暑期作業 9:00-12:15 

 供第二次考核或 22/8(一)功課

未達標要求的同學參加 
 學校會致電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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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其他協助中一新生適應的學習活動 (8 月中) 

 
 中一 D 班同學適用： 

8 月 15 日
至 18 日
(四天) 

中一 D 班 
英語銜接課程 

 時間：9:00—12:40 
 地點：106 室 

 課程內容涉及地理科、歷史科、科學

科及資訊科技科。 

 
 全部中一同學適用： 

8 月 22日 
(星期一) 

檢查 
暑期作業 

 
要求： 

中文科： 
 完成單元 1-3 
English:  
 Unit 1-3 
數學科： 
 完成單元 1-3 

 

回校檢查時段： 
 1A：  9:00—10:00 
 1B： 10:00—11:00 
 1C： 11:00—12:00 
 1D： 12:00—1:00 
 
地點：G11 室 

 全級中一學生必須於上述時間，

帶回已完成的暑期作業。 

 老師將在指定時段 檢查學生完成

習作的進度。習作未能符合要

求，學生須於 24/8回校做暑期作

業，以確保學生認真求學。 

 【後補】若教育局宣佈因惡劣天

氣影響，學校需要停課，檢查暑

期作業將順延一天至 8 月 23 日

(星期二)進行。(請留意學校網

頁資訊) 

 

 
第 5 步：中一新生家長晚會 
 

8 月 23 日 
(星期二) 

*中一新生 
家長晚會 

(誠邀家長出席)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四樓禮堂、 

406-409 室 

 晚會內容包括學校簡介，學校生活

介紹及跟班主任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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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帶著期望開展中學生活--開學首周 

(活動內容詳見於九月初派發的家長信) 

日期 活動 時間 細則 

9 月 1 日 
(星期四) 

開學日及 
班級經營活動 

上午 8:00-12:00 
 

1.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儀容髮式

端正。(另見附件一) 
2. 繳交已完成的暑期作業。 
3. 帶備文具。 

9 月 2 日 
(星期五) 

班務時間及 
班級經營活動 

上午 8:00-12:00 
 

1. 當日派發校簿（攜帶書包回校）。 
2. 同學可採用學生會於 9 月 2 日提供

的拍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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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基督書院學生校服儀容標準細則 (簡表) 

基本原則：為確保校風淳樸，學生校服儀容標準應以簡單樸素為主，不可標奇立異。 

 男生 女生 

校

服

（

夏

季

）

 

1. 布校徽須穩縫於恤衫袋面上。 

2. 短袖白恤衫須為的確涼質地，尖領、領端無鈕，

明鈕直身，左襟前有一明袋，袋口無鈕，衫後可

有兩個小褶。恤衫必須束妥，不蓋皮帶。 

3. 校服褲為藍白條子直腳西褲，不能穿牛仔褲款

式，褲長及腳跟而不可觸地，褲身不可有明袋，

褲耳可有四至六個，闊度需在1.5厘米內，商標

不可外露。西褲用皮帶必須為純黑色，闊度在3

厘米內，皮帶扣之款式不得花巧，皮帶上不可附

加物品。褲形要大小適中，不能衣不稱身。 

1. 中一至中三須穿藍白條子直身裙，裙長蓋

半膝；布校徽須穩縫於左襟前。 

2. 中四至中七須穿蝴蝶領短袖白恤衫，布校

徽須穩縫於左襟前；下半身為藍白條子

半截裙，裙長蓋半膝。恤衫必須束妥，不

蓋裙頭。 

 

如需穿著羊毛外衣，學生必須穿著指定款式（灰色，領有雙幼紅線，左襟上繡有校名）。大

小需適中，不能衣不稱身。 

校
服
（
冬 

季
） 

4. 須穿長袖米色恤衫，其款式跟第2點相同，但毋

須縫上布校徽。 

5. 須穿灰色長絨褲，其款式跟第3點相同。 

6. 紅色校呔要結好，勿鬆垂。 

3. 中一至中三同學須穿著格仔絨背心裙，裙

長蓋半膝；布校徽須穩縫於左襟前。 

4. 中四至中六同學須穿著蝴蝶領長袖米色

裇衫，布校徽須穩縫，下半身為格仔絨半

截裙，裙長蓋半膝。 

各級學生須具備黑色指定款式校褸。 

運

動 

服 

7. 須按所屬社別（基社─紅色、督社─黃色、真

社─藍色、理社─綠色）穿著整齊學校運動服

套裝，上身為繡有校名的短袖顏色運動衣，下

身為黑色（褲袋兩旁印有所屬級別顏色）長運

動褲。 

8. 可按情況穿上繡有校名及所屬社別的運動外

套。如有需要，可在運動外套內穿上學校指定

款式羊毛外衣；不可只穿羊毛外衣而不加運動

外套。 

9. 須穿著白色內衣，不得穿著無袖、短袖或長袖

黑色／其他顏色內衣。 

10. 須穿沒有商標顯露的純白色襪，襪長須高於足

踝。 

11. 可自由選擇合適的運動鞋款式。 

5. 須按所屬社別（基社─紅色、督社─黃色、

真社─藍色、理社─綠色）穿著整齊學校

運動服套裝，上身為繡有校名的短袖顏

色運動衣，下身為黑色（褲袋兩旁印有所

屬級別顏色）長運動褲。 

6. 可按情況穿上繡有校名及所屬社別的運

動外套。如有需要，可在運動外套內穿上

學校指定款式羊毛外衣；不可只穿羊毛

外衣而不加運動外套。 

7. 須穿著白色內衣，不得穿著無袖、短袖或

長袖黑色／其他顏色內衣。 

8. 須穿沒有商標顯露的純白色襪，襪長須高

於足踝。 

9. 可自由選擇合適的運動鞋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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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髮 

12. 長短合度，前不蓋眉，兩鬢不及耳垂，後不碰

衫領。 

13. 不得電髮、染髮、刻意改變髮色、留鬍子或剪

新潮髮型。 

14. 不可使用定型水及髮泥等美髮用品。 

10. 髮長及肩須整齊地束紮，前不可蓋眉及

臉頰，髮飾必須為黑色、深藍、深啡或深

綠色，且須為淨色。 

11. 不可染髮或刻意改變髮色。 

12. 不得梳新潮髮型。 

13. 不可使用定型水及髮泥等美髮用品。 

鞋 

 

襪 

15. 須穿沒有商標顯露的純白色襪，襪長須高於足

踝。 

16. 須穿淨黑色淳樸款式皮鞋。 

（不包括漆皮、猄皮及運動鞋款式） 

14. 夏季須穿沒有花邊及商標顯露的純白

短襪；冬季須穿沒有商標顯露的純灰色

襪，所有襪長須高於足踝不少於三吋。

如有需要穿絲襪，顏色必須為肉色。 

15. 須穿淨黑色淳樸款式皮鞋（不包括漆

皮、猄皮及運動鞋款式）： 

鞋面須素淨（無裝飾、暗花、通花）； 

鞋頭須寬圓（不宜尖頭）； 

鞋跟高度不逾一吋。 

其 

 

他 

17. 不得配戴飾物於身上或書包上。 

18. 髮刷梳子應放於書包內。 

19. 注意清潔，不可留長指甲、配戴耳環或耳針、

搽古龍水。 

20. 不得配戴任何有色隱形眼鏡。 

21. 須穿純白色內衣。 

16. 不得配戴飾物於身上或書包上。 

17. 髮刷梳子應放於書包內。 

18. 注意清潔，不可化妝，不可留長指甲、

塗指甲油或搽香水。 

19. 左右每邊耳垂只可各配戴一枚相同的

小金色 / 銀色珠形耳環（直徑不多於2

毫米）或透明耳針。 

20. 不得配戴任何有色隱形眼鏡。 

21. 須穿純白色內衣。 

註 1.氣溫低至七度或以下，學生可穿款式樸素的禦寒外衣。氣溫低至十三度或以下，女生可穿灰

色直腳長西褲或整套本校冬季運動服。  

註 2.頸巾或手襪顏色必須為純黑色、白色、深藍、深啡、深綠色或灰色，且須沒有商標圖案。頸

巾款色應以簡單樸素款式，不可戴披肩款式。 

 

男生長西褲呎碼表 

腰圍（吋） 髀圍（吋） 褲腳闊（吋）  腰圍（吋） 髀圍（吋） 褲腳闊

（吋） 

23 20 15½  30 25½ 17½ 

24 21 15½  31 26 17½ 

25 22 16  32 26½ 18 

26 22½ 16½  34 28 18 

27 23 17  36 29 18½ 

28 24 17  38 29½ 18½ 

29 25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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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了解與學校保持聯繫的方法 

(包括學生每次回校前上載檢測的方法) 
 

登入資料 格式 例子 
學生登入（學生證編號） S22xxx S22223 

家長登入（學生證編號 + p） 
S22xxxp 

S22223p 

預設密碼（Cc + 學生出生日期） CcYYYYMMDD Cc20110521 

 

 學生電郵登入方法 (Gmail) 

1. 進入校網 www.ccst.edu.hk 

2. 點選左方「常用連結」欄，點選

「學生電郵」 

3. 利用學生 Google 戶口資料登入 

4. 學生電郵地址為 

s22xxx@student.ccst.edu.hk  

(註：校方沒有為家長開設 Google 戶口) 

 

 電子通告登入方法 (eClass App) 

1. 下載 eClass Parent App (家長) 及 eClass Student App (學生)  

2. 開啟 eClass App，並允許推送廣播訊息。於登入版面點選學校：「基督書院」或

「Christ College」輸入家長登入資料 (Parent App) 或學生登入資料 (Student App) 

3. 開啟功能表：(iPhone) 點選畫面下方所需項目 /  (Android) 點選畫面左上角圖示 

 

 常見問題 

Q1: 如忘記簽署電子通告，情況會怎樣？ 

A1: 家長逾期未回覆電子通告，將會收到推播訊息提示，為免延誤學校處理貴子女事宜，

請家長配合盡早簽回通告。而當通告逾期時，家長仍能簽署該通告。 

Q2: 家長如何防止通告被其他人冒簽，能否檢視以往通告？ 

A2: eClass Parent App 支援多重登入，當電子通告簽署後，將有推播訊息通知所有已登入

Parent App 的裝置有關通告已簽署。家長能隨時利用 Parent App 檢視以往所有通告。 

所有通告、推播訊息均不能刪除。 

Q3: 如忘記密碼或有技術問題可以怎樣處理？ 
A3: 如忘記密碼，家長必須以書面申請重設密碼，並交校務處。如有任何 eClass App 技術

問題可聯絡 eClass 家長支援電話 3913 3211。 

mailto:s22xxx@student.ccs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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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eClass Student App 手機應用程式 上載健康申報 

 依教育局指引，中一新生進入新校前，必須完成定期快速抗原測試並取得陰性

結果。新校在安排新生進入學校前，必須先收集並確定他們取得陰性結果。 

 若有關結果為陽性，該新生不應到新校，並應留在家中，並將其結果盡快通報

其原校。如有需要（例如該新生染病前兩日曾返原校），則原校應向衞生署呈報

有關個案。而該新生的家長亦須通知新校，學校將提供相應調節及支援。 

 疫情期間，學生需在家量度體溫及進行 COVID-19 快速檢測，並上載健康申報。

小六升中一將獲發臨時學生證，學生回校時需拍卡顯示回校時間及健康申報檢

測結果。 

 步驟 1：下載 eClass Student App 

 步驟 2：學生手機登入 

 
 
 

 
 
 
 
 

 步驟 3：上載健康申報 

 
 
 
 
 
 
 
 
 
 

eClass Parent App eClass Student App 
iOS AppStore Google Play 商店 iOS AppStore Google Play 商店 



Our Vision --- Your Future 14 

步驟 4：新增當天健康申報 

 
 
 
 
 
 
 
 
 
 
 
 
 
 

步驟 5：填寫資料                        步驟 6：填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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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書院 

 
 
 
 
 
 
 
 
 
 
 
 
 
 
 
 
 
 
 
 
 
 

適用於 2/8全港統一學科測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