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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4 月及 5 月各項事項安排

本校於 4 月及 5 月有以下事項安排，敬請細閱：

一、復活節假期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為復活節假期，請家長督促學生善用假期，切勿

荒廢光陰。本校的溫習室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 9 時正

至下午 4 時 30 分開放。因疫情關係，學生如需回校使用溫習室，必須

預先提交家長信申請。如有困難，可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二、更換夏季校服

4 月 12 日至 4 月 16 日為更換夏季校服過渡期，學生可以穿著夏季或

冬季校服。由 4 月 19 日起正式更換夏季校服，請同學及早預備夏季校

服，並遵守有關校服規則。

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 4 月 27 日至 4 月 30 日借用本校禮堂及課室作為

試場，學生不必上課，應留在家中溫習。

四、勞動節假期及佛誕假期

5 月 1 日為勞動節假期，而 5 月 19 日為佛誕假期，所有學生不必回校。

五、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畢業禮 2021

5 月 28 日為本校中六學生畢業禮，下午課堂取消。除工作人員外，其

餘學生下午不用回校。

六、申請車船 / 書簿 / 上網費津貼事宜

新申請 2021-2022年度車船 / 書簿 / 上網費津貼的學生，可於 5月初到

本校校務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索取學生紙本申請表格，亦

可在以下網頁下載或於「學資處電子通—我的申請 (學前教育、小學及

中學程度資助計劃 )」網頁直接填寫電子表格及遞交申請。本校只負責

協助學生資助處派發有關申請表格，如申請人希望在 2021-2022學年開

課前獲發申請結果，申請人須在 2021年 5月內將已填妥的 2021-2022年度

的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直接寄交學生資助處或於網上填寫電子表

格遞交申請。有關申請上述資助的任何問題，請直接致電學生資助處 24

小時查詢熱線 28022345或瀏覽網頁 (www.wfsfaa.gov.hk/s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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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關使用「電子繳費系統計劃」

「電子通告」已推行了一段時間，大大提升了學校行政及家長接收學校資訊的效

率。本校希望能進一步善用 eClass Parent App 的功能，已於3月份開始使用「電子

繳費系統計劃」，此舉能簡化繳交各項費用的程序，也可減少學生遺失金錢的情

況。

煩請家長首先下載AlipayHK App，並完成登記程序(家長可於便利店增值或連結個

人的信用卡)。本校將以電子通告形式通知家長，家長可直接連結AlipayHK，從賬

戶中扣除所需金額。

有關安裝AlipayHKApp方法可參考「附件一」。完成安裝後，可參考「附

件二」的方法簽署通告及繳費。家長亦可瀏覽以下兩段教學短片了解

開設AlipayHK戶口及登記賬單程序並以AlipayHK App於eClass Parent

App內直接繳費方法：

A. 繳費通告 Payment notice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CRehGXIeM

B. 繳費項目 Payment Item (於繳費紀錄進行繳費) (影片)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校務處與資訊科技組技術員聯絡查詢。

以上各點，敬希家長垂注並請於 3 月 26 日或之前簽覆通告。

順祝

生活愉快！

校長

謹啟

2021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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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裝AlipayHKApp 方法(於下載程式中搜尋

iOS (iPhone) 系統:

https://apple.co/2TxIWoO

安裝AlipayHKApp 教學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4JW5JSkw0

東 華 三 院 張 明 添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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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載程式中搜尋AlipayHK App)：

Android 系統:

https://bit.ly/2I7tcj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4JW5JSkw0

附件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4JW5JSkw0



Direct Pay Mode 
電子繳費系統 
Alipay gateway 

家長使用手冊   

[IP 中學版適用] 

Update Date: 03/2019 



電子繳費系統流程 

AlipayHK App 
增值 

建立 
電子繳費通告 

簽署繳費通告 
及繳費 

檢視紀錄 
及繳費情況 



預繳交易模式  –  AlipayHK App (支付寶香港)戶口結餘

必須為正數才能進行交易 

不能作「部分繳交」(partial payment) 

只能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才能簽署繳費通告 

繳費通告只可簽署一次 

繳費通告不能修改 

系統設計 



應用電子錢包繳費的先決條件 



系統結合 

1. eClass 校園綜合平台 – 管理 

2. eClass Parent App – 家長進行繳費及檢視紀錄 

3. AlipayHK App (支付寶香港) – 家長增值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於 eClass Parent App 進行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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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檢視內容」直
接進入相關通告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1. 選擇「通告」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2. 瀏覽學校之 
    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3. 簽署繳費通告 
 

選擇繳費通告， 
填寫回條並按「簽署」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4. 確認簽署 
 
按「確定」或「OK」
確認呈送紀錄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5. 於AlipayHK App  
    付款 
 
eClass Parent App在
繳費的過程會連接
AlipayHK App，
AlipayHK App 會再次
顯示繳費項目，如確定
購買，按「確定」作 
交易。 
(系統會整合通告中所
有的繳費項目的總和作
交易)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6. 輸入密碼 
 
AlipayHK App 
需要家長輸入6位數字
的交易密碼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7. 完成繳費 
 
完成後，AlipayHK 
App 會顯示付款成功，
可檢視付款金額。 
 
並於倒數後，自動返
回 eClass Parent 
App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8. 檢視已繳費通告 
 
回到 eClass Parent 
App，瀏覽已完成簽
署的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9. 檢視已繳費項目 
 
家長可於「繳費紀錄」
中查看繳費項目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10. 家長檢視繳費 
      項目的交易紀錄 

android iOS 

電子通告系統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 



直接於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 

(不經繳費通告)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家長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 

家長必須有 eClass Parent App 及 AlipayHK App 



1. 進入「繳費紀錄」 

android iOS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2. 進行繳費 
 

步驟一 
選擇繳費項目 

 
步驟二 
按「支付寶香港」圖示 

android iOS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3. 確認繳費 
 
eClass Parent App 
在繳費的過程會連接 
AlipayHK App 
 
AlipayHK App 會再
次顯示繳費項目， 
若確定購買，按 
「確認付款」作交易 

 

android iOS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4. 輸入密碼 
 
AlipayHK App 
需要家長輸入6位數字
的交易密碼 

android iOS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5. 完成繳費 
 
完成後，Alipay HK 
App 會顯示付款成功，
可檢視付款金額。並
於倒數後，自動返回 
eClass Parent App 

android iOS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android iOS 

6. 於eClass Parent 
     App繳費紀錄查 
    看交易紀錄 

android iOS 

直接於 eClass Parent App 
繳費紀錄內進行繳費(不經繳費通告) 



電郵   support@broadlearning.com  
 

家長熱線電話  3913 3211 

 

客戶支援 

mailto:support@broadlearning.com


謝謝你的參與  

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