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22至2023年家長通告（第18號）  

(中一級同學 ) 

敬啟者︰  

中一級「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計劃」  

 

為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本學年中一級全面推行「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計劃」，

讓學生在課堂及課後均能善用個人流動電腦裝置學習，以加強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協作等能力的培養及發展。  

 

中一級家長及學生於 8月收生通告中已知悉有關計劃，學生已備妥本校建議的 iPad。

為了學習及保安需要，學校須為所有 iPad 安裝「流動裝置管理程式（MDM）」（有關安

裝須知詳見附件一），以作有效的學習支援，維持網絡安全。中一學生將按班別在 11 底

至 12 月內將 iPad 交回學校安裝 MDM，具體日期會透過 GRWTH 訊息個別通知各班。 

 

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計劃的開展，主要是配合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相關自

攜裝置為學生重要的學習工具，學生在使用相關電子流動裝置時，必須配合「自攜裝置

(BYOD)計劃—使用守則 Acceptable Use Policy(AUP)」，內容詳見附件二。請   貴家長及

子弟細閱，並填妥家長同意書。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15-6333 與高健珩副校長或黃詠恩老師聯絡。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  

 

 

                                                        梅志業謹啟

2022年 11月 24日  

---------------------------------------------------------------------------------------------------------------------------- 

2022-2023 年度  中一級「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計劃」  

請於 (11月 29日 (星期二 )或之前，於GRWTH回覆此部份回條  

並交回 iPad時，連同附件三的紙本版交回班主任 )  
 

本人知悉學校推行中一級「電子學習自攜裝置 (BYOD)計劃」，學生必須攜帶合規
格的裝置回校作學習用途。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與是次計劃，以配合電子學習需要，並遵守學校制定的「自攜
裝置 (BYOD)計劃—使用守則  (AUP)」 (附件二 )；及鼓勵敝子弟在家正確使用流動裝
置進行學習：注意眼睛健康、適當作適時間、注意網絡安全，並注意道德紀律的。  

交回 iPad 時，請同時填寫附件三「 iPad 繳交時注意清單」。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  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流動裝置管理程式（MDM）」安裝須知 

 

1.  甚麼是  MDM? 

MDM 全名  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MDM 可讓學校

更有效管理同學的平板電腦，以確保裝置在校內能恰當使用。MDM 可統一平

板電腦無線安裝 Apps，限制學生下載 App 及平板權限功能等等。   

 

2.  本校  MDM 的主要功能為協助學生進行電子學習，例子如下 :   

(i)   安裝 /分發適用的學習資源   

(ii)  管理學生 (於學校範圍內 )所能使用的流動應用程式   

(iii)   協助同學進入特定的網頁資源   

 

3.  本校使用的  MDM 系統   

(i)    系統名稱 :eSchoolPad(ESP)  

(ii)   網址 :https://www.eschoolpad.com/tc/   

 

 

 

 

 

4.  「交機」前家長注意事項 :   

(i)   備份  iPad資料   前往「設定」  > [您的名稱 ] > iCloud >「 iCloud 備份」  

由於安裝過程將對裝置進行重設，故家長應為裝置內的資料進行備份，以

免損失珍貴資料。  有關備份方法，請參閱以下網址 :   

ht tps: / / suppor t .app le.com/zh -hk/guide /ipad/ ipad9a74df05xx/15.0 /ipados/15.0  

 

  

 

 

(ii)  清除內容和設定    前往「設定」  >「一般」>「傳送或重置  iPad」。  

為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家長須清除  iPad 上的所有內容和設定 (如有珍貴資

料，請按照 (i)的  方法進行備份才進行清除步驟 )。清除後不須重新開啟  

iPad。  

 https:/ /support.apple.com/zh-hk/guide/ipad/ipad8f91b5e3/15.0/ipados/15.0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guide/ipad/ipad9a74df05xx/15.0/ipados/15.0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guide/ipad/ipad8f91b5e3/15.0/ipados/15.0


( i i i )  記錄同學資料    

為方便辨認  iPad 屬於哪一位同學，請家長在  iPad 保護套 (保護套須以素

色為主 ) 背部，貼上不易脫落的  label  紙，該  label 紙須包含以下資料 :   

A.  學生姓名   

B.  學生班別班號，例如  1A (18)  

C.  學生的學生編號，例如  2022128  

注意 :不要在  iPad 背後文字位置 (下圖位置 )貼上任何貼紙或標籤，因該位

置記錄了  iPad  的裝置序號  serial number。如有特別情況，技術人員可能

需要查閱該裝置編號。  

 

 

 

 

 

 

 

 

 

 

  



附件二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守則  

1.  學生於課堂時間內只能在本校教職員的監督下，使用學校認可及批准的設備。

學生未得本校教職員准許， 嚴禁在非指定範圍外使用裝置，包括走廊、洗手間

等。  

2.  學生可於小息使用 iPad 作學習用途。放學或小息在指定地方使用如圖書館及

107 室。  

3.  學生不得在午膳、課後活動、放學途中及校內洗手間自行使用裝置。  

4.  學生只能使用學校認可的應用程式 :  學生在課堂中使用裝置時，僅限於與該課

堂有關的學習活動及應用程式，不可進行課堂以外的活動或開啟其他應用程式。 

5.  所有應用程式必須由學校的 IT 部門安裝，有關程式會先安裝到 MDM 的程式

列表內。  

6.  學校已為學生預載用於日常學習的應用程式，校方會因應需要適時更新。學校

亦會為軟件作定期更新，以確保學生在使用最新的版本，而有關安裝或更新會

遙距進行，不會另行通知。  

7.  學生只能在本校教職員的允許下於學校使用電郵或其他通訊軟件。  

8.  學生僅可在本校教職員的指示及直接監管下使用學校的無線網絡 (Wi-Fi)，不容

許使用個人電訊網絡 (如： 2G/3G/4G/5G)。  

9.  學生應自行保管其裝置，離開班房時須將平板電腦存放在學生儲物櫃，並鎖好

個人物品。若學生借用的平板電腦有任何損失、損壞或被偷竊，學生需承擔責

任 /賠償。如遺失裝置，須立即通老師。  

10.學校保留審查學生瀏覽不屬於教育類網站的權利。  

11.基於網絡安全，學生不能使用有線網絡連接其裝備至學校的網絡。  

12.學生只能在老師批准下開啟音頻檔案，並應保持適當的音量。  

13.學生使用耳筒等裝置配件前，必須先得到本校教職員准許，才可在學習活動期

間使用。  

14.學生必須遵守版權法。  

15.學生禁止下載任何遊戲或非教學程式。  

16.學生的裝置內不可載有任何未成年人士不宜觀看的檔案。  

17.未經本校教職員的許可，嚴禁學生使用其裝置的錄影、錄音、拍攝功能。  

18.未經本校准許，學生於任何時間均不得傳送或張貼任何在本校錄取的影音檔案，

包括影像、錄像及聲音檔。  

19.學生不能出版、瀏覽或分發非法資料，這些包括以下內容：騷擾、跟踪、恐嚇、

威脅、人身攻擊、淫穢、褻瀆及粗俗語言。  

20.學生不應該與其他人分享個人的用戶名稱和密碼。  

21.學生禁止非法改裝個人的平板電腦。  

22.學生不應登入他人的電子文件、電子郵件及其他電子通訊戶口。  

23. 學生應確保個人平板電腦於帶機回校前儲滿電源，不得使用本校電源為其裝置

充電。  

 

  



附件三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22至2023年家長通告  

 

iPad 繳交時注意清單 

交回 iPad 時，請同時交回此清單 (交回紙本版) 

 

1.  本人知悉安裝MDM後，將不能取回機內所儲存的資料。  

 

2.  已完成事項，請在以下加    (方法可見附件一 ):  

 已完成備份資料 (留意重設後，將不能取回機內資料 ) 

 已重設 iPad 裝置  

 已在  iPad 保護套貼上學生姓名  、班別班號及學生編號  

 記錄機身裝置序號  (Serial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機背  

  或設定內可找到 ) 

   前往「設定」 >「一般」，然後點一下「關於本機」可找到裝置序號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