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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組概覽 

 
1.1 簡介 

 
1.1.1 目的 

 
學校管理模組是網上校管系統的核心模組。其設計目的是支援學校的資源管理、

運作與決策功能。此模組提供綜合處理學校資料的基礎。  

 
此模組容許用戶管理重要的學校資料，例如學校基本資料、學校設施、校曆、教

職員編制和班級結構。此外還可以計劃和記錄各個級別的課程。系統中的其他模

組，例如：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

（介面）模組會引用這些基本的學校資料。 

 
 
1.1.2 特別功能 

 

爲了切合多學校級別（如：一條龍學校）或多學校授課制（如：上午制-下午制）

的學校使用同一個網上校管系統的需要，系統在設計上支援多學校級別與多學校

授課制的學校。因而令學校能夠更加靈活和輕鬆地使用本系統。可以使用的學校

級別與授課制在安裝網上校管系統時經已預先設定，而且不能以網上校管系統修

改。使用同一個網上校管系統的多學校級別或多學校授課制的學校可以感受到多

學校級別或多學校授課制功能的優點，例如在升級時可將學生從一個學校級別或

學校授課制調換到另一個學校級別或學校授課制。 

 
 
與單學校級別或學校授課制的學校相比，使用同一個網上校管系統的多學校級別

或多學校授課制學校的操作程序有稍微的不同。在大多數功能中，系統會要求用

戶選擇學校級別與學校授課制。由於網上校管系統擁有多於一組的數據，學校管

理模組爲用戶提供了可爲同一學年編修多個校曆的功能，用戶也可以基於學校級

別與學校授課制而設定其他資料，例如班別資料與科目詳細資料等。 

 

 
在網上校管系統中有一項保安功能，就是可以建立只容許存取所指定學校級別與

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權限的用戶。例如，在一所一條龍學校，一位用戶可以存

取小學級別的資料，但就不能存取中學級別的資料。學校管理模組提供具此保安

性質的功能有：  

- 班別資料 

- 班本科目 

- 跨班別科目組別 

- 科目組別  

- 確定學校資料  

  
 

班別資料、科目詳細資料、班級結構（設定某一級別使用特殊成績）、校曆基本

設定和學期資料等對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時

間表編排（介面）模組中的課程紀錄非常重要。系統提供在線功能以便用戶確定

學校資料，此功能可作爲安全鎖防止上述學校資料被進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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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科目概念 

 

在網上校管系統中，有四種科目 - 班本必修科目，班本選修科目，科目組別和跨

班別科目組別。系統新引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和班本選修科目令課程設計更加靈

活，從而減少設定學生科目的工作量。 

 

（1） 班本必修科目 （在校管系統中稱爲班別科目） 

 
 
 
 
 
 
 

- 這些科目被編配給一個指定的班別。 

- 該班別的全體學生都必須修讀所有班本必修科目。 

  
 
(2)     班本選修科目 

 
 
 
 
 
 
 
 
 
 
 
 

- 這些科目被編配給一個指定的班別。 

- 科目代碼相同，但教學語言不同的選修科目會被視爲不同的選修科目。 

- 該班別的學生可以選擇合適的選修科目。 

 

1A 班的必修科目 

 

數學 
中國語文 

音樂 

所有 1A

班 學生 

1A 班的選修科目  

家政 
設計與科技 

歷史(教學語

言=英文) 

 學生 A   學生 B 

歷史(教學語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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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目組別

 
- 由於大部份中學都依學生程度而提供選修科目，故科目組別是爲此而設

計。 

- 一個指定的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如：中四）將會被編配一個   

科目組別。 

- 許多個科目組別會提供予同一級別的不同班別的學生（如：A 組，B組與 C

組分配給班別 4A，4B與 4C）。 

- 可以編配相同的科目予不同的科目組別，而且可以相聯同一班別（如：A組

和 B 組中的地理）。  

- 科目組別可以由指定級別的任何班別的學生修讀。 

- 學生只可以選擇一個科目組別（A組，B 組或 C 組）。 

- 學生如選擇了一個科目組別後將必須學習所選科目組別內的所有科目

（如：A學生選擇了 A組，就必須學習地理和歷史）。 

 

A 組 

 
地理 

歷史 

4A 4B 4C 

B 組  

 
生物 

地理 

會計 

C 組  

 
歷史 

經濟 

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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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班別科目組別 

 

 

 
- 跨班別科目組別功能的設計是爲了配合學生多樣化的學習能力和容許課程

設計有更大的靈活性。 

- 每個跨班別科目組別只有一個相關科目，該相關科目可以稱爲跨班別科目 

（如：普通話）。 

- 一個組別將會再分爲多個分組（如：普通話 I，普通話 II & 普通話 

III）。在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內的分組代碼不能重複。 

- 跨班別科目組別會被編配到一個指定的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 同一級別但不同班別的學生或不同級別的學生（如： 2A、2B 與 3E 班）都

可以修讀相同的跨班別科目。 

- 跨班別科目不能與同一班別中的其他跨班別科目重複。 

- 不同班別的學生會被編配到同一個分組學習。 

- 跨班別科目有兩個種類 — 非科目集和科目集。當種類是科目集時，用戶

需編配分組到不同的科目集。 

 
 

編配給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跨班別科目(非科目集)和跨

班別科目(科目集)不可重複。 

 
 

普通話 I 

 

普通話 II 

 

普通話 III 

 

2A 2B 3E 

組別：低年級普通話 

分組： 

科目：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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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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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流程圖 

 
 

設定學校資料 

➢ 更新基本資料 

➢ 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 為每個職級建立教職員編制 

➢ 設定核准班別數目和為每一級別設定是否

採用特殊成績 

➢          建立學校文件目錄 

 

➢        上載學校文件 

 
不能上載文件 

設定校曆 

➢ 設定基本資料 

➢ 設定學期資料 

➢ 預備假期與事項清單 

➢ 以年份、月份和星期檢視校曆 

➢  

設定學校設施： 

➢ 設定校舍及分校舍 (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 設定課室編號(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 設定學校設施 

 

下頁繼續 

 

(
a
) 

➢ 過渡到新學年 

 

➢ 補設舊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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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班別資料 

 

➢ 設定班本科目 

 

設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 設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 輸入 

設定科目組別 

➢ 設定組別基本資料 

➢ 在組別中增新科目 

➢ 相聯班別 

➢ 檢視班別科目總表 

 

不能選擇主要

授課課室代碼 

 room code 

沒有班別相聯 

沒有班別相聯 

➢ 建立班別文件目錄 

 

➢ 上載班別文件 

 

接上一頁 

 

下頁繼續 

 

(
a
) 

不能上載文件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8 頁 

 
 

 
 
 
 
 
 
 
 
 
 
 
 
 
 
 
 
 
 
 
 
 
 
 
 
 
 
 
 
 
 
 
 
 
 
 
 
 
 
 
 
 
 
 
 
 
 

➢ 確定學校資料 

 

計劃科目資料(只適用於中學) 

➢ 數據收集 

➢ 設定班別資料 

➢ 設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 設定科目組別 

➢  

➢ 策劃新學年 

 

接上一頁 

 

不能收集數據 

不能開始策劃

新學年程序 

➢ 確定考績綱要  

傳送資料檔案: 

➢ 預備介面檔案 

➢ 確定介面檔案 

➢ 通過聯遞系統傳送檔案 

➢  

➢ 編修科目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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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與其他模組的聯繫 

 
 
 

 
 

 
 
 
 
 
 
 
 
 
 
 
 
 
 
 
 
 
 
 
 
 
 
 
 
 
 
 
 
 
 
 
 
 
 
 
 
 
 
 
 
 
 
 
 
 
 
 

 
學校管理 

學生資料 
- SCH09 編修班別基本資料 

- SCH10 編修班本科目 

- SCH20 編修科目組別 

- SCH21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 SCH26 表現評量 

學生出席 
- SCH13 編修校曆 

- SCH26 表現評量 

學生成績 
- SCH10 編修班本科目 

- SCH13 編修校曆 

- SCH14 確定 /重設學校設定資料 

- SCH20 編修科目組別 

- SCH21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教職員資料 
- SCH07 編修教職員編制 

- SCH09 編修班別基本資料 

- SCH10 編修班本科目 

- SCH20 編修科目組別 

- SCH21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 SCH22 檢視班別科目總表 

 

學位分配 
- SCH14 確定 / 重設學校設定資料 

 

報告管理 
- SCH16 報告 

時間表編排（網上版） 
- SCH23 檢視班別時間表 

 

獎懲資料 
- SCH13 編修校曆 

聯遞系統 
- SCH17 建立介面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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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管理 
- SCH02 編修學校基本資料 

- SCH03 編修班級結構 

- SCH04 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 SCH05 編修課室編號 

- SCH06 編修學校設施 

- SCH07 編修教職員編制 

- SCH09 編修班別基本資料 

- SCH10 編修班本科目 

- SCH13 編修校曆 

- SCH14 確定 /重設學校設定資料 

- SCH15 編修計劃教學語言 

- SCH16 報告 

- SCH17 建立介面檔案 

- SCH19 編修學校告示 

- SCH20 編修科目組別 

- SCH21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 SCH22 檢視班別科目總表 

- SCH23 檢視班別時間表 

- SCH24 編修班別文件 

- SCH25 補設舊學年 

- SCH26 表現評量 

系統保安 
- SCH02 編修學校基本資料 

- SCH03 編修班級結構 

- SCH04 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 SCH05 編修課室編號 

- SCH06 編修學校設施 

- SCH07 編修教職員編制 

- SCH09 編修班別基本資料 

- SCH10 編修班本科目 

- SCH13 編修校曆 

- SCH14 確定 /重設學校設定資料 

- SCH15 編修計劃教學語言 

- SCH16 報告 

- SCH17 建立介面檔案 

- SCH18 編修學校文件 

- SCH19 編修學校告示 

- SCH20 編修科目組別 

- SCH21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 SCH22 檢視班別科目總表 

- SCH23 檢視班別時間表 

- SCH24 編修班別文件 

- SCH25 補設舊學年 

- SCH26 表現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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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過渡策劃 
- SCH02 編修學校基本資料 

- SCH03 編修班級結構 

- SCH04 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 SCH05 編修課室編號 

- SCH06 編修學校設施 

- SCH07 編修教職員編制 

- SCH09 編修班別基本資料 

- SCH10 編修班本科目 

- SCH13 編修校曆 

- SCH20 編修科目組別 

- SCH21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特殊學生成績 
- SCH03 編修班級結構 

香港考評局程序 
- SCH19 編修學校告示 

 

香港學科測驗 
- SCH19 編修學校告示 

課外活動 
- SCH26 表現評量 

時間表編排（介面） 
- SCH23 檢視班別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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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02 –  編修學校基本資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的數據收集功能，將學校基本資料複製到新學年。 

 
 SCH03 –  編修班級結構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班級結構複製到新學年 

• 特殊學生成績 

• 有核取「特殊成績」示標級別的學生的成績將會被記錄在特殊學生成績模

組，而非學生成績模組 

 
 SCH04 –  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複製到新學年 

 
 SCH05 –  編修課室編號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課室編號複製到新學年 

 
 SCH06 –  編修學校設施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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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學校設施複製到新學年。 

 

 SCH07 – 編修教職員編制 

• 教職員資料 

• 獲取一個指定職級的職員實額。 

• 使用聘用和職級轉換編修功能時，檢查教職員的數目有否超逾教職員的編

制。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教職員編制複製到新學年。 

 

 SCH09 – 編修班別基本資料 

• 學生資料 

• 在刪除或複製學校班別或級別時，檢查是否有學生就讀。 

• 教職員資料 

• 為班主任欄位提取教職員清單。 

• 在刪除教職員時，系統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班主任職務。 

• 在刪除一個教職員聘用紀錄時，系統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班主任職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的數據收集功能，將班別基本資料複製到新學年。 

 

 SCH10 – 編修班本科目 

• 學生資料 

• 刪除選修科目時，會檢查該選修科目是否有學生修讀。 

• 更新選修科目的教學語言和科目類別時，會檢查該選修科目是否已有學生修

讀。 

• 在複製及取代選修科目時，會檢查該選修科目在目標班別是否已有學生修

讀 。 

• 學生成績 

• 刪除必修科目或科目分卷和選修科目分卷時，會檢查科目或分卷是否有成績

資料。 

• 更新必修科目或科目分卷和選修科目分卷的教學語言和科目類別時，會檢查

科目或分卷是否有成績資料。 

• 在複製和取代必修科目或科目分卷和選修科目分卷時，會檢查在目標班別的

科目或分卷是否有成績資料。 

• 教職員資料 

• 爲班本科目教師欄位提取教職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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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刪除一位教職員時，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科目教師職務。 

• 在刪除一個教職員聘用紀錄時，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科目教師職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班本科目複製到新學年。 

 

 SCH13 – 編修校曆 

• 學生成績 

• 當減少學期數目或考績數目時，檢查考績綱要和考績資料是否存在。 

• 學生出席資料 

• 當增新學校假期時，檢查是否存有缺席紀錄。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複製校曆編修基本設定、學期資料、假

期和事項。 

 

 SCH14 – 確定 / 重設學校設定資料 

• 學生成績 

• 在重設學校資料時，將重設學生成績資料。 

• 在確定學生成績資料之前必須先確定學校資料。 

• 學位分配 

• 如果中一派位或中四派位程序已經開始，則不能重設學校資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15 – 編修計劃科目資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16 – 報告 

• 報告管理 

• 顯示詳細報告清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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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17 – 建立介面檔案 

• 聯遞系統 

• 獲取介面檔案清單。 

• 匯入表現評量工作表。 

• 傳送已確定的介面檔案到 EDIS。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18 – 編修學校文件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19 – 編修學校告示 

• 香港考評局程序 

• 當收到接收訊息時增新告示。 

• 香港學科測驗 

• 當收到接收訊息時增新告示。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當收到接收訊息時增新告示。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20 – 編修科目組別 

• 學生資料 

• 刪除科目組別科目時，會檢查該科目是否已有學生修讀。  

• 從一個組別中移除班別時，會檢查該組別是否已有被移除班別的學生修讀。 

• 學生成績 

• 刪除科目分卷時會檢查該科目分卷是否有成績資料。  

• 教職員資料 

• 爲科目教師欄位獲取教職員清單。 

• 當刪除一位教職員時，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科目教師職務。 

• 當刪除一個教職員聘用紀錄時，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科目教師職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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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科目組別複製到新學年。 

 

 SCH21 – 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 

• 學生資料 

• 當刪除跨班別科目時，會檢查該科目是否已有學生修讀。 

• 從一個組別移除班別時，會檢查該組別是否已有學生修讀。 

• 學生成績  

• 刪除科目分卷時，會檢查該科目分卷是否有考績資料。  

• 教職員資料 

• 爲科目教師欄位獲取教職員清單。 

• 當刪除一位教職員時，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科目教師職務。 

• 當刪除一個教職員聘用紀錄時，會檢查該教職員是否有科目教師職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 學年過渡策劃 

• 使用學年過渡策劃數據收集功能，將跨班別科目組別複製到新學年。 

 

 SCH22 – 檢視班別科目總表 

• 教職員資料 

• 獲取教職員名單。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23 – 檢視班別時間表 

• 時間表編排（網上版） 

• 獲取時間表終結製成集。  

• 時間表編排（介面） 

• 獲取時間表終結製成集。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24 – 編修班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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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25 – 補設舊學年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26 – 表現評量 

• 學生出席 

• 獲取「學生出席率」表現評量資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SCH30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 代碼管理 

• 獲取代碼說明。 

• 系統保安 

• 獲取用戶的識別碼。 

• 檢查用戶的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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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步驟 

 
2.1 學校資料 

 
2.1.1 基本資料 

 

功能說明 

「編修學校基本資料」可以編修學校的基本資料。 

 

先決條件 

1. 必須設定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可以在學校管理模組下使用 「策

劃新學年」功能來建立一個新學年。學校管理模組下的「補設舊學年」 功能

可讓用戶建立一個過往學年。 

2. 有關代碼表（區議會、級別、教育行政區、宗教，課程類別、資助類別、語言

組別、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學生性別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基本資料標示。 

 

 
 

3. 修訂學校基本資料。 

4.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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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學校基本資料的數據是在安裝網上校管系統時輸入的。 

2. 不容許用戶對學校編號、位置編號、學校級別與授課制、學校註冊編號、課程

類別、語言組別和資助類別作出更改。這些欄位是由教育局編修的。 

3. 學校名稱（中）必須只可輸入中文字或全形字母 / 數字 /符號。 

4. 輸入的電郵地址格式必須正確。 

5. 學校註冊編號和註冊日期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6. 如學校是特殊學校（即課程類別是「特殊」），你便需要編修「特殊教育種

類」欄位。 

7. 如果在學校級別內學生的性別組合沒有變化，則保留不核取「修改學生性別類

別」的核取方塊。但是，如果學校是男校並且開始在今年招收中六女生，便應

該繼續進行以下操作：  

- 核取「修改學生性別類別」核取方塊。 

- 按「資料」超連結修改個別級別的學生性別。 

- 一旦按「資料」超連結，會顯示所有相同性別類別的級別，見基本資料標

示頁面。 

 
 

- 更新中六級別的性別類別。 

-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關閉新開啟的視窗。如按[關閉]按鈕關閉新開啟

的視窗，系統將不會儲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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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學校管理委員會 

 
「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容許用戶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增新學校管理委員會 

功能說明 

「增新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容許用戶在系統中增新新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性別、成員身份和代表組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學校管理委員會標示。 

3. 按[增新]按鈕增新一個新的紀錄。 

 
 

4. 輸入新管理委員會成員的詳細資料。 

5.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中文姓名只可輸入中文字或全形字母 / 數字 / 符號。 

2. 如果在編修學校管理委員會時，發現英文與中文姓名相同的成員紀錄已經存

在，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學校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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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新增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中文或英文姓名與現存的成員相同，系統會

提示一個警告訊息。用戶可以選擇修改此資料或繼續作業。 

4. 如果代表組別被選定為「校長」，而系統中已有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為校長代

表組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更新學校管理委員會 

功能說明 

「修改學校管理委員會詳細資料」容許用戶在系統中更新學校管理委員會詳細資

料。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性別、成員身份和代表組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學校管理委員會標示。 

 
 

3. 更新辦學團體名稱並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 

4. 按學校管理委員會的 姓名(英)連結。 

4. 姓名(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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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訂管理委員會成員詳細資料。 

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辦學團體名稱（英）和辦學團體名稱（中）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2. 中文姓名只可輸入中文字或全形字母 / 數字 /符號。 

3. 如果在更新學校管理委員會詳細資料時，英文與中文姓名相同的成員紀錄已經

存在，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4. 如果將有關中文或英文姓名更改爲另一個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中文或英文姓名，

系統會提示一個警告訊息。用戶可以選擇修改此資料或繼續作業。 

5. 校管會成員代表組別不可設定為「E99 - 未設定」。 

6. 如果代表組別被選定為「校長」，而系統中已有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為校長代

表組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刪除學校管理委員會 

功能說明 

「刪除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容許用戶刪除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先決條件 

1. 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存在。 

 

 使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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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學校管理委員會標示。 

3. 核取將要刪除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的姓名(英)旁邊的方塊。 

 
 

4. 按[刪除]按鈕刪除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辦學團體名稱（英）和辦學團體名稱（中）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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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教職員編制 

 
更新教職員編制 

功能說明 

「編修教職員編制」容許用戶依學校級別編修教職員編制，和教職員職級顯示次

序。用戶也可以檢視相應的教職員實額。 

 
系統顯示所有使用中的職級（包括代碼管理模組內使用中的職級代碼和已有在職

教職員的非使用中的職級）和相應的教職員編制。用戶可以設定教職員編制概

況，即：設定教職員編制表中的教職員職級排列次序。 

 

先決條件 

1. 職級代碼表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教職員編制標示。 

 

依學校級別輸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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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依學校級別輸入或依總數輸入（只適用於多學校級別學校） 

4. 修訂教職員的編制欄位。 

5.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或按[重設]按鈕重設所有編制的數值。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編制」指經教育局核准的每個職級的教職員數目。 

2. 「職員實額」指每個職級的在職教職員的實際數目。 

3. 如果學校有多個學校級別，用戶可以依據學校級別或合併總數輸入教職員編

制。 

4. 如果選擇依學校級別輸入編制，那麽就不能輸入編制總數。系統會合計所有學

校級別的編制數值，並且顯示教職員編制的總數。 

5. 如果選擇依總數輸入編制，那麽就不能依個別學校級別輸入編制。系統會隱藏

學校級別編制欄。 

 

 
設定教職員編制的職級排列次序 

功能說明 

「設定教職員編制的職級排列次序」容許用戶在系統中編修教職員職級排列次

序。 

可以透過移動職級代碼至右邊的選擇方塊來設定排列次序。 

依總數輸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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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1. 職級代碼表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教職員編制標示。 

3. 按設定職級排列次序連結。 

 
 

4. 透過使用按鈕，從現有職級中選擇職級到職級排列次序清單方塊內並排列次

序。在按職級並同時按 Ctrl 按鈕可以作多項選擇。 

 

a) 按[全部選擇]按鈕選擇所有職級。已選取的職級會顯示在右邊的選擇方塊

中。 

b) 按[選擇]按鈕選擇已以黑色強調顯示的職級。已選取的職級會顯示在右邊

的選擇方塊中。 

c) 按[不選擇]按鈕取消選取右邊選擇方塊中的已以黑色強調顯示的職級。取

消選取的職級會顯示在左邊的選擇方塊中。 

d) 按[全部不選擇]按鈕取消選取所有職級。取消選取的職級會顯示在左邊的

選擇方塊中。 

5. 按[儲存]按鈕儲存職級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一旦確定儲存，系統會儲存資料，隨後顯示的教職員編制將會根據所設定的次

序排列。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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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班級結構 

 

功能說明 

「編修班級結構」容許用戶編修班級結構，並檢視在系統中所有級別的現有班別

數目。但是不需要爲了建立一個班別而建立班級結構資料。 

 
「特殊學生成績」的設計容許用戶將科目細分成更小的單元，以便用評語、等級

或符號(無需進行數據合併的考績)來評核個別學生的進展。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班級結構標示。 

 
 

3. 修訂班級結構詳細資料。 

4.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或按[重設]按鈕重設班級結構。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某一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已被確定，該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班級

結構資料會被鎖定並且不能被修改。 

2. 「特殊成績」核取方塊用於指定採用「特殊學生成績」模組中的考績模式（使

用等級、評語和符號而無需數據合併）的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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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空該核取方塊代表該級別採用「學生成績」模組中的考績模式(即有數據合

併和名次編排)。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29 頁 

2.1.5 文件 

學校文件可以歸納在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內。在一般或保密文件目錄

內，都可設定不同的文件目錄。用戶可以上載學校文件到不同的文件目錄。用戶

也可以下載、刪除、移動或重新命名學校文件。 

 
搜尋學校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根據搜尋條件搜尋所有現存的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文件標示。 

 
 

3. 要檢視一般（或保密）文件目錄的完整文件清單，按「目錄 / 文件」標籤左

邊的三角形圖標去展開文件目錄，以顯示每個文件目錄中的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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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搜尋一個指定的文件，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選擇一般文

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 

5. 按[搜尋]按鈕。 

6. 輸入搜尋條件並按[搜尋]按鈕搜尋文件。 

 

 
 
7. 顯示相符的文件清單。用戶可以按照以下步驟下載、移動、刪除或修改文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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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下載 

 按文件連結下載文件。 

b. 移動 

 核取要移動到另一目錄的文件旁邊的方塊 

 按[移動]按鈕並選擇文件要移動至的目標目錄。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c. 刪除 

 核取要刪除的文件旁邊的方塊。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d. 修改 

 按要修改的文件下面的[修改]按鈕。 

 
 
 修改文件的作者和備註。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7a. 文件

連結 

7b, 7c. 選取要移動或刪

除文件旁邊的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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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備註 

1. 基於系統保安方面的原因，保密或受限制的文件應該放在「保密文件目錄」；

而那些不要求任何特別保安的文件應該放在「一般文件目錄」。 

2.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上載學校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上載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到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 

 

先決條件 

1. 應該最少建立了一個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文件標示。 

3.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選擇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 

 
 

4. 按[上載]按鈕。 

 
 
5. 選擇文件要上載到的目錄，並按[檢視]按鈕選擇要上載的文件。 

3 

文件目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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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被選擇的文件會被上載到指定的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 

2. 一旦文件被上載，系統會記錄上載該文件的用戶的編號，並且會記錄上載日期

和時間。 

 

備註 

1. 基於系統保安方面的原因，保密或受限制的文件應該放在 「保密文件目

錄」；而那些不要求任何特別保安的文件應該放在「一般文件目錄」。 

2.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3. 對於保密文件目錄的文件，用戶可以啟動「共享」選項去分享文件。有存取保

密文件目錄權限的用戶可以檢視共享文件。不管文件是否為共享，校長用戶組

別的用戶可以編修所有保密文件。這些由系統提供的校長存取權限是不能被刪

除，而且不能授予其他用戶組別。 

4. 在一個文件目錄中的文件名稱不可重複。 

5. 如果要上載的文件名稱已經存在於文件目錄中，而用戶選擇繼續上載操作，那

麽上載的文件會取代現有的文件。 

6. 最大的上載文件大小只受網上校管系統伺服器的配額所限制。 

  

 
下載學校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從一般或保密文件目錄中下載現有的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 

 

先決條件 

不適用 

 

5. 選擇要上載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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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文件標示。 

3.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去選擇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

錄。 

4. 按文件名稱左邊的三角形圖標展開文件目錄。 

 
 

5. 按文件連結下載文件。 

6. 選擇儲存文件的目標位置。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所選的文件會被儲存到目標目錄。 

 

備註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7. 選擇目標目錄 

 

3 

文件連結 

 

4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35 頁 

移動學校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將一般學校文件移動到另一個一般學校文件目錄內。用戶也可以將保密

學校文件移動到另一個保密學校文件目錄內。 

 

先決條件 

1. 最少已經建立了兩個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文件標示。 

3.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選擇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 

4. 按文件名稱左邊的三角形圖標展開文件目錄，並透過核取文件旁邊的方塊選定

要移動的文件。 

5. 按[移動]按鈕。 

 

 
 

6. 選擇文件要移動到的目標目錄。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文件會被移動到另一個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內。 

 

備註 

1.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2. 在一個文件目錄中的文件名稱不可重複。如果一份文件要移動到另一個學校文

件目錄，而相同名稱的文件已經存在於該目錄內，系統會提示用戶是否想替換

現有的文件。 

 
 
刪除學校文件 

功能說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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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以從一個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中刪除學校文件。 

 

先決條件 

學校文件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2. 按文件標示。 

3.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選擇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 

 
 

4. 按文件名稱左邊的三角形圖標展開文件目錄，並透過核取文件旁邊的方塊選定

要刪除的文件。 

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會被刪除。 

 

備註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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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校設施 

 
2.2.1 校舍與分校舍 

 
用戶可以在系統中編修學校校舍與分校舍。 

校舍與分校舍功能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增新校舍 

功能說明 

「增新校舍」容許用戶增新校舍。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校舍及分校舍標示。 

 
 

3. 按[增新校舍]按鈕。 

 
 

4. 輸入新校舍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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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新的校舍可以被分校舍引用。 

2. 增新的校舍可以被課室編號引用。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校舍代碼不可重複。 

2. 校舍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修改校舍 

功能說明 

「修改校舍資料」容許用戶修改校舍。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校舍及分校舍標示。 

 
 

3. 按前面沒有任何「-」符號的校舍連結。 

 
 

4. 修訂校舍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校舍連結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39 頁 

 

完成後影響 

1. 校舍可以被分校舍引用。 

2. 校舍可以被課室編號引用。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校舍代碼不可重複。 

2. 校舍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增新分校舍 

功能說明 

「增新分校舍」容許用戶增新分校舍。 

 

先決條件 

1. 要增新分校舍前，有關的校舍必須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校舍及分校舍標示。 

 
 

3. 按[增新分校舍]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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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新分校舍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增新的分校舍可以被課室編號引用。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校舍代碼 + 分校舍代碼不可重複。 

2. 分校舍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修改分校舍 

功能說明 

「修改分校舍資料」容許用戶修改分校舍資料。 

 

先決條件 

1. 要編修分校舍前，有關的校舍必須存在。 

2.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校舍及分校舍標示。 

 
 

3. 按前面有一個「-」字符的分校舍連結。 

分校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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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訂分校舍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分校舍可以被課室編號引用。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校舍代碼 + 分校舍代碼不可重複。 

2. 分校舍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刪除校舍與分校舍 

功能說明 

「刪除校舍與分校舍」容許用戶刪除校舍與分校舍。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校舍及分校舍標示。 

3. 核取要刪除的校舍或分校舍旁邊的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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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刪除一個校舍紀錄，相關的分校舍、課室編號和設施紀錄也會被刪除。而

與刪除紀錄相關存於班別資料紀錄內的主要授課課室代碼亦會被移除。 

2. 如果刪除一個分校舍紀錄，相關的課室編號和設施紀錄會被刪除。而與刪除紀

錄相關存於班別資料紀錄內的主要授課課室代碼亦會被移除。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要刪除的校舍或分校舍已被其他分校舍或課室編號所引用，系統會出現提

示訊息，警告將會刪除與該校舍或分校舍有關的所有分校舍和課室編號。  

刪除分校舍 

 

刪除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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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課室編號 

 
課室編號功能只適用於非官立學校。 

 
增新課室編號 

功能說明 

「增新課室編號」容許用戶整批增新課室編號紀錄。 

 

先決條件 

1. 要增新課室編號前，有關的校舍與分校舍必須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課室編號標示。 

 
 

3. 按[增新]按鈕。 

4. 輸入新的課室編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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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設施可以引用增新的課室編號。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校舍代碼 + 分校舍代碼 + 課室編號不可重複。 

2. 課室編號不可輸入中文字。 

3. 核准容額必須大於 0。 

 

 
更新課室編號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整批更新課室編號紀錄的核准容額資料。 

 

先決條件 

1. 要編修課室編號前，有關的校舍與分校舍必須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課室編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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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訂核准容額。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核准容額必須大於 0。 

 

 
刪除課室編號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課室編號紀錄。 

 

先決條件 

1. 課室編號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課室編號標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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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取要刪除的課室編號旁邊的方塊。 

4.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刪除一個課室編號紀錄，相關的設施紀錄都會被刪除。而與刪除紀錄相關

存於班別資料紀錄內的主要授課課室代碼亦會被移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如果要刪除被學校設施引用的課室編號，系統會出現提示信息，警告用戶將會重設

學校設施紀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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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學校設施  

 
增新設施 

功能說明 

「增新設施」容許用戶增新學校設施。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設施類別、設施區域）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對於非官立學校，必須先設定校舍、分校舍和課室編號。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學校設施標示。 

3. 按[增新]按鈕並輸入新學校設施的資料。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最高容納班數」大於 0的課室可以被班別基本資料引用爲主要授課課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對於非官立學校，如果增新一間課室，就必須指定校舍代碼、分校舍代碼和課

室編號。 

2. 設施代碼不可重複。 

3. 一個課室編號只能夠被一間課室所引用。如果選擇給一間課室的課室編號已經

被另一間課室所引用，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4. 設施代碼不可輸入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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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設施 

功能說明 

「修改設施」容許用戶修改學校設施。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設施類別、設施區域）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對於非官立學校，必須先設定校舍、分校舍和課室編號。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學校設施標示。 

 
 

3. 按代碼連結選擇一個學校設施。 

 
 

4. 修訂設施詳細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3. 代碼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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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最高容納班數」大於 0的課室可以被班別基本資料引用爲主要授課課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對於非官立學校，如果要增加一間課室，就必須指定校舍代碼、分校舍代碼和

課室編號。 

2. 一個課室編號只能夠被一間課室所引用。如果選擇給一間課室的課室編號已經

被另一間課室所引用，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3. 設施代碼不可輸入中文字。 

 

 
刪除設施 

功能說明 

「刪除設施」容許用戶刪除學校設施。 

 

先決條件 

1. 學校設施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設施]。 

2. 按學校設施標示。 

 
 

3. 核取要刪除的學校設施代碼旁邊的方塊。 

4.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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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如果刪除的設施紀錄，已被班別基本資料引用，則系統會同時移除該班別資料

中的主要授課課室代碼。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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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班別資料設定 

「班別資料設定」容許用戶檢視班別清單、編修班別資料、增加新班別或刪除級

別。 

 

 
2.3.1 班別資料 

 
增新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增新班別資料」容許用戶增新新班別和爲班別編配教師。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即：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語言組別、分科組別和班別

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已在學校設施中設定課室。 

3.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4.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按[增新班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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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新的班別資料同時也可以指定班主任。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成功增新一個班別後，會顯示修改班別資料（基本資料）的版面。 

2. 班別基本資料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

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已確定所選的學年的學校資料，那就只可以檢視班別紀錄而不能儲存增新的

班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兩項班主任輸入欄位列在班主任清單中。用戶可以按增加

班主任…連結增加更多的班主任。接著另外兩項班主任輸入欄位將會增加至清

單中。班主任的數目沒有限制。 

3. 班主任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4.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班主任清單內。被信任的網

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5. 分科組別欄位只適用於中學級別，在小學級別中將會被隱藏並預設爲「不適
用」 

6. 如果學校只有一個語言組別， 「語言組別」欄則會被隱藏。如果學校有多於

一個語言組別，該欄位會顯示以供選擇。 

7. 如果在增新班別時發現重複的資料，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以下資料不可

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代碼 

增加班主任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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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名稱 

8. 班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9. 班別名稱必須爲兩個中文字、四個英文字母 / 數字，或一個中文字和兩個英

文字母 / 數字。 

10. 班別類別清單中只包含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班別類別。 

11.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級別。 

1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更新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編修班別的基本資料。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即：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語言組別、分科組別、班別

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已在學校設施中設定課室。 

3.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4.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一個學年。 

3. 顯示所選的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4.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基本資料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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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訂被選擇的班別的基本資料。 

6.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班別基本資料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

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已確定所選擇的學年的學校資料，就只可以檢視班別紀錄而不能更新任

何班別紀錄。 

2.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兩項班主任輸入欄位列在班主任清單中。可以按增加班

主任…連結增加更多的班主任。接著另外兩項班主任輸入欄位將會増加到清

單中。班主任的數目沒有限制。 

3. 班主任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

被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

標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4.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班主任清單內。被信任的

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5. 分科組別欄位只適用於中學級別，在小學級別中將會被隱藏並預設爲「不適
用」 

6. 如果學校只有一個語言組別，「語言組別」欄位則會被隱藏。如果學校有多

於一個語言組別，該欄位會顯示以供選擇。 

7. 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基本資料 

 

增加班主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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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名稱 

8. 班別名稱必須爲兩個中文字、四個英文字母 / 數字，或一個中文字和兩個英

文字母 / 數字。 

9. 班別類別清單中包含所選擇的班別類別及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班別類

別。 

10. 所選擇的班別類別會和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班別類別核對。學校的課程

類別是”特殊”，便只能選擇特殊的班別類別。同樣地，學校的課程類別

是”非特殊”，便只能選擇非特殊的班別類別。如不相符，系統會顯示一個

錯誤訊息。 

 
 

複製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複製班別資料」容許用戶複製班別資料（包括班別基本資料和班本科目）到新

的或現有的班別。 

 
用戶可以選擇是否複製班主任和科目教師。如果選擇複製，那麽「第一班主任」

和「第二班主任」欄位將會隱藏。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即：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語言組別、分科組別、班別

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已在學校設施中設定課室。 

3.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4. 有教學職務之職員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 

5. 如果想複製資料到現有的班別，就不應編配學生到那些班別。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一個學年。 

3. 顯示所選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4.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基本資料標示。 

5. 按[複製到]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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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要執行複製作業的目標班別，並輸入班別資料。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班別基本資料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

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班別基本資料和有關的班本科目將會複製到新增的班別。 

3. 如果現有班別的班別基本資料和有關的班本科目已存在於「複製到」的班別

內，則會取代這些資料。 

4. 系統會設定分科組別與 「複製自」班別的值相同。如果「複製到」班別屬於

小學級別，就會預設爲「不適用」。 

5. 系統預設語言組別與「複製自」班別的值相同。 

6. 系統預設班別名稱與班別代碼相同。 

7.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適用，用戶可以選擇複製班主任和科目教師。 

2. 如果選擇「複製班主任和科目教師」，第一班主任和第二班主任欄位將會隱

藏，班主任和班本科目教師會被複製到指定的班別。 

3. 班主任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複製到更多

班別…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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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為「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4.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班主任清單內。被信任的網

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5.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六項班別輸入欄位列在「複製到」班別清單。用戶可以按

複製到更多班別…連結複製到更多的班別。接著另外六項班別輸入欄位將會増

加到清單。可填寫的班別輸入欄位數目沒有限制。 

6. 如果「複製到」班別存在，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取代這些班別的資料。 

7. 如果班別已有學生就讀，但又試圖複製班別資料至這些班別，系統會顯示錯誤

訊息，指明該班別已經有學生就讀。 

8. 如果在增新班別時發現重複的資料，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以下資料不可

重複： 

-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代碼 

-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名稱 

9. 班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10.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級別。 

11.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 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 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刪除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可以刪除一個現存的班別紀錄（包括班別基本資料、班別文件、班本科目、與跨

班別科目組別和科目組別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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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一個學年。 

3. 顯示所選的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4. 根據預設，會顯示基本資料標示。 

 
 

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有關的班本科目、跨班別科目組別、科目組別和文件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試圖刪除已有學生就讀的班別，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並指明該班別已

有學生就讀。 

 

 
刪除級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一個或多個現存的級別。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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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一個學年。 

3. 顯示所選的學年的班別清單。核取級別旁邊的方塊以選擇級別。 

 
 

4. 按[刪除級別]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有關的班本科目、跨班別科目組別、科目組別和文件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試圖刪除一個級別，而該級別的班別已有學生就讀，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

訊息。系統會在錯誤訊息中指明該班別已有學生就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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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班本科目 

 
班本科目分為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必修科目編配給一個指定的班別，該班別全

體學生都必須修讀。而科目代碼相同，但教學語言不同的選修科目被視爲不同的

選修科目。選修科目只有該班別的部份學生修讀。 

 
編配給同一個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不能重

複。 

 
增新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增新班本科目」容許用戶增新班本必修和選修科目，並編配科目教師。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一個學年。 

3. 顯示所選的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4. 按班本科目標示。 

5. 顯示所選班別的科目/科目分卷清單。按[增新]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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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新的科目詳細資料。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班本科目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時間

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如果不核取「有教學節數」 示標，科目資料將不會被收集到時間表編排（網上

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 

3. 用戶可以編配學生到學生模組的選修科目。 

4. 用戶可以爲學生成績模組中的科目設定考績綱要。 

5.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三項班本科目教師輸入欄位列在班本科目教師清單中。用

戶可以按增加科目教師…連結增加更多班本科目教師。接著另外三項班本科目

教師輸入欄位將會増加到清單上。班本科目教師的數目沒有限制。 

2. 科目教師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3.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科目教師清單上。被信任的

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4. 如果代碼管理模組中已為科目設立科目分卷，系統會顯示使用中的分卷。用戶

可以選取適用於該班別的科目分卷。 

5. 如果科目有科目分卷，那麽科目教師將會自動被列作科目分卷教師。 

6. 系統預設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如果該科目沒有正式的課堂，則不需核

取此示標。 

7. 不可以增新重複的班本科目。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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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必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ii. 選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別級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 科

目教學語言 

8.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9.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10.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更新班本科目/科目分卷 

功能說明 

「更新班本科目」容許用戶編修班本必修和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及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本科目標示。 

4. 按科目類別（必修或選修）顯示所選班別的必修和選修科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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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科目/科目分卷連結檢視或修改科目的詳細資料。 

 
 

6. 修訂科目詳細資料。 

a. 選擇科目類別（必修或選修）和科目的教學語言。 

b. 在科目詳細資料頁的右上角選擇科目教師。被選取的教師會自動複製到科目

分卷清單的科目教師欄位。 

c. 如果科目沒有正式課堂，不用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否則，核取 「有

教學節數」示標。核取每個分卷的教師旁邊的方塊，並輸入每週節數去指定

每個科目分卷的每週節數。 

d. 選取適用的科目分卷。 

7. 按[儲存]按鈕儲存被修改的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科目/科目分卷… 

連結 

6d 

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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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本科目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時間

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如果沒有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那麽科目資料將不會收集到時間表編排

（網上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模組。 

3. 用戶可以在學生模組編配學生到選修科目。 

4. 用戶可以在學生成績模組中，為科目設定考績綱要。 

5.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三項班本科目教師輸入欄位列在班本科目教師清單中。用

戶可以按增加科目教師…連結增新更多班本科目教師。接著另外三項班本科目

教師輸入欄位將會増加到清單內。對班本科目教師的數目沒有限制。 

2. 科目教師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設

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被

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3.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在科目教師清單上。被信任

的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4. 如果已經在代碼管理模組中為科目設立科目分卷，系統會顯示有效的分卷。用

戶可以為班別編配科目分卷。 

5. 如果科目有科目分卷，那麽科目教師將會自動被列作科目分卷教師。 

6. 系統預設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如果該科目沒有正式的課堂，則不需核

取此示標。 

7. 不可以增新重複的班本科目。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必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ii. 選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 科

目教學語言  

8.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9.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10. 如果某一選修科目已有學生就讀，就不容許用戶更新該科目的科目類別或科目

教學語言。在進行修改之前，用戶需要先從學生模組的選修科目中移除全部學

生。 

11. 在輸入成績資料至一個必修科目後，容許用戶更新該科目的科目類別或科目教

學語言。不過，該科目的所有成績資料會在更新後被刪除。在更新資料之前，

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要求用戶確定刪除該科目的所有成績紀錄。 

12. 用戶可以取消核取一個有成績紀錄的科目分卷。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要求用

戶確定刪除該科目分卷的所有成績紀錄。  

13.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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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校在 2021/22 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 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

查。 
 
 
複製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複製班本科目資料」容許用戶從一個班別複製必修和選修科目到另一個班別。

必修及選修科目被複製到所選的班別時仍爲必修及選修科目，用戶可以選擇是否

複製科目教師。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 

3. 顯示所選的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4. 按班本科目標示。 

5. 核取左邊的方塊去選擇要複製的科目。 

6. 按[複製到]按鈕複製班本科目到其他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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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預設，系統設定級別爲「全部」，以便每個級別的所有現有班別都可列

出供選擇。 

8. 分別核取級別和班別旁邊的方塊選擇目標級別或班別。 

9.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班本科目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和時間

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班本科目的資料會被複製到目標班別。如果這些科目是目標班別的現存科目，

那麽現存資料會被取代。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可以選擇同時複製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 

2. 系統預設不核取「複製科目教師」方塊。故用戶需自行核取該方塊以便可複製

所選科目的科目教師。 

3. 如果「複製到」班別中已經存有所選擇的科目，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要求用

戶確定取代在「複製到」班別中現存的科目資料。 

4. 用戶不可以複製現存於「複製到」班別中已作爲跨班別科目或科目組別科目的

科目。 

5. 用戶不可以取代一個已有學生修讀的選修科目。必須先在學生模組中將所有學

生從選修科目中移除。 

6. 用戶可以取代一個有成績資料的必修科目。如果「複製到」班別的必修科目存

有成績資料，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並要求用戶確定刪除所有成績紀錄。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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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 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 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刪除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班本必修科目或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1. 如果要刪除一個科目，學校資料必須是「未確定」。 

2.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3. 不可有學生修讀選修科目。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本科目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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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別的必修和選修科目清單會按科目類別（必修或選修）分類顯示出來。按科

目旁邊的核取方塊選擇這些科目。 

5. 按[刪除]按鈕刪除科目並確認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不可以刪除已有學生修讀的選修科目。必須先在學生模組中將所有學生從

選修科目中移除。 

2. 用戶可以刪除有成績紀錄的必修科目。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要求用戶確定刪

除該科目的所有成績紀錄。 

 
 

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 

 功能說明 

「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容許用戶從一個班別複製已入讀的應用學習課程資料到

選修科目。此按鈕只會於中學學校級別顯示。 

 

 先決條件 

1. 用戶屬於學校組別/校長/網上校管系統管理員及擁有「學校-更改，應用學習 

- 檢視」權限可操作這功能。 

2.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必須成功在應用學習模組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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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 

3. 顯示所選的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4. 按班本科目標示。 

5. 按[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 

 
 

6. 輸入必須的教學語言，每週節數和科目教師。 

 
 
7. 按科目旁邊的核取方塊選擇複製成選修科目。 

8.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 

 

 完成後影響 

1. 系統會儲存巳選擇的應用學習科目成選修科目。 

2. 學生可選讀應用學習課程。 

 

 備註 

不同的科目教學語言視作不同的科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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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班別科目總表 

 

功能說明 

「班別科目總表」容許用戶檢視班別科目清單，即：班本必修科目，班本選修科

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別科目總表標示。 

 
 
4. 顯示所選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及跨班別科目清單。 

5. 在跨班別組別科目部分 

i. 在組別中，會顯示成"組別代碼 - 組別名稱 (科目代碼 - 科目說明)" 。 

ii. 在分組中 

甲. 屬於科目集的會顯示成[分組代碼(科目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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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屬於非科目集的會顯示成[分組代碼] 。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 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 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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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班別時間表 

功能說明 

「檢視班別時間表」容許用戶檢視每個班別的現行時間表。循環週、教節時段和課堂

（包括科目名稱縮寫、科目教師名稱縮寫和課室代碼資料）會顯示在時間表中。 

 

先決條件 

1. 已在學校管理模組中增新班別基本紀錄。 

2. 在時間表編排（網上版）模組或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中已成功産生時間

表，並且已有一個指定覆蓋系統日期時段的時間表終結製成集。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別時間表標示。 

 

 
 

4. 顯示在系統日期當日使用中的班別時間表。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如果時間表的終結製成集不在所選擇的學年的範圍內，系統會顯示「沒有班別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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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文件 

 
班別文件可以屬於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每個文件目錄都可以被定義為不

同類別的文件目錄。用戶可以上載班別文件到不同的文件目錄，及可以下載、刪

除、移動或重新命名班別文件。 

 
 

搜尋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用搜尋條件搜尋所有現存的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文件標示。 

 
 

4. 要檢視一般（或保密）文件目錄中的完整的文件清單，按「目錄/文件」左

邊的三角形圖標以顯示每個文件目錄中的文件。 

5. 要搜尋一個指定的文件，可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選擇一般

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錄。 

6. 按[搜尋]按鈕。. 

7. 輸入搜尋條件並按[搜尋]按鈕搜尋文件。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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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顯示相符的文件清單。用戶可以按照以下步驟下載，移動，刪除或修改文件: 

 

 
 

a. 下載 

 按文件連結下載文件。 

b. 移動 

 核取要移動到其他目錄的文件旁邊的方塊。 

 按[移動]按鈕並選擇文件要移動到的目標目錄。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c. 刪除 

 核取要刪除的文件旁邊的方塊。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d. 修改 

 按要修改的文件下的[修改]按鈕。 

 
 

▪ 修改文件的作者和備註。 

▪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基於系統保安原因，機密或受限制的文件應該放到「保密文件目錄」；而沒有

要求任何特別保安的文件應該放到「一般文件目錄」。 

8a. 文件連結 

8b, 8c. 選取要移動

或刪除的文件旁邊

的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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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是相同的。 

 

 
上載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上載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到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先決條件 

應該最少設定有一個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文件標示。 

4.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選擇一般文件類別或保密文件類別。 

 
 

5. 按[上載]按鈕。 

 

 
 

6. 選擇文件要上載到的目錄，並按[瀏覽]按鈕選擇要上載的文件。 

4 

文件目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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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所選擇的文件會被上載到指定的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2. 一旦上載文件，系統會記錄上載文件的用戶編號及上載日期和時間。 

 

備註 

1. 由於系統保安原因，機密或保密的文件應該放在「保密文件目錄」；而不要求

任何特別保安的文件應該放在「一般文件目錄「。 

2.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是相同的。 

3. 對於保密文件類別的文件，用戶可以 核取「共享」選項去分享文件。有存取

保密文件目錄權限的用戶可以檢視共享文件。不管文件是否為共享，校長用戶

組別的用戶可以編修所有保密文件。這些由系統提供的校長存取權限是不能被

刪除，而且不能授予其他用戶組別。 

4. 在一個文件目錄內的文件名稱不可重複。 

5. 如果要上載的文件名稱已經存在於文件目錄中，而用戶選擇繼續上載操作，那

麽上載的文件會取代現有的文件。 

6. 最大的上載文件大小只受網上校管系統伺服器可用的配額所限制。 

 
 
下載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從一般或保密文件目錄下載現有的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6. 選擇要上載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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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文件標示。 

4.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選擇一般文件類別或保密文件類別。 

5. 按文件名稱左邊的三角形圖標去展開文件目錄。 

 

 
 

6. 按文件連結下載文件。 

7. 選擇儲存文件的目標位置。 

 
 
8.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所選擇的文件會儲存到目標目錄。 

 

備註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移動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4 

文件連結 

 

5 

7. 選擇目標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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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以把一般班別文件移動到另一個一般班別文件目錄。並可以把保密班別文

件移動到另一個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先決條件 

應最少設定兩個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文件標示。 

4.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選擇一般文件類別或保密文件類別。 

5. 按文件名稱左邊的三角形圖標展開文件目錄，核取文件旁邊的方塊選擇要移動

的文件。 

6. 按[移動]按鈕。 

 
 
7. 選擇文件要移動到的目標目錄。 

8.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文件會被移動到另一個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備註 

1.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2. 一個文件目錄中的文件名稱不可重複。如果一份文件被移動到已有相同名稱文

件的另一個班別文件目錄內，系統會提示用戶是否替換現有文件。 

 
 
刪除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從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刪除班別文件。 

 

先決條件 

班別文件已經存在。 

7. 目標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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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設定]。 

2. 選擇學年並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文件標示。 

4.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選擇一般文件類別或保密文件類別。 

 
 
5. 按文件名稱左邊的三角形圖標展開文件目錄，核取文件旁邊的方塊選擇要刪除

的文件。 

6.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會被刪除。 

 

備註 

一般文件和保密文件的工作程序相同。  

 
2.3.6 整批處理 (班主任) 

 
用戶可以整批更新班主任。 

 

功能說明 

 用戶可用搜尋條件搜尋所有教職員及分配予不同班別教職員，並為不同班別選擇及

更新班主任。 

 

先決條件 

1. 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建立有關的代碼表（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

班別）。 

2.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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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整批處理]。 

 

 
2. 選擇學年, 學校級別, 學校授課制 及 級別, 並按 [搜尋] 按鈕。 

 

 
3.   用戶可於 [S-SCH09-05] 選取任何文字格， 輸入教職員代碼，及按 [輸入] 鍵。 

系統會抽取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旁邊的文字格內。 

4. 用戶亦可於 [S-SCH09-05] 按 [表格] 按鈕，同步開著視窗 [S-SCH09-06]。然後，

用戶可於 [S-SCH09-05] 選取任何文字格，並於 [S-SCH09-06] 按 [選擇] 超鏈結

選擇教職員。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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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會抽取相關的教職員代碼及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 [S-SCH09-05] 的已選

文字格內。 

 
6. 按 [儲存] 按鈕及確認運作。 

 

完成後影響 

不同班別的班主任可被整批更新。 

 

備註 

1. 如用戶沒有關閉彈出的頁面[S-SCH09-06]或轉頁，用戶可繼續為頁面[S-

SCH09-05]的另一個文字格選擇另一個教職員代碼。 

2. 當用戶於頁面[S-SCH09-05]的文字格輸入教職員代碼後， 如輸入的教職員代

碼正確，用戶可按[輸入]鍵，移動光標到下一個文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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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整批處理 (班本科目) 

 
更新班本科目 

 
用戶可以整批更新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用搜尋條件搜尋及整批更新班本必修和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1. 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建立有關的代碼表（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

班別、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 

2.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 → [整批處理] ，再按[班本科目]

分頁。 

 

 
2. 選擇學年、 學校級別、 學校授課制 及 級別， 並按 [搜尋] 按鈕。 

  
: 

 
3.   用戶選取科目類別、科目、教學語言、科目教師、有教學節數及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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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戶可以以下方法選取科目教師 

a. 從列表中選取。 

b. 可於 [S-SCH09-07] 選取任何文字格， 輸入教職員代碼，及按 [輸入] 鍵。 

系統會抽取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旁邊的文字格內。 

c. 在標題列表中選擇教職員，再剔選班別旁的方格，然後按 [分配] 鍵。 

d. 可於 [S-SCH09-07] 按 [表格] 按鈕，同步開著視窗 [S-SCH09-08]。然後，用

戶可於 [S-SCH09-07] 選取任何文字格，並於 [S-SCH09-08] 按 [選擇] 超鏈

結選擇教職員。 

 
系統會抽取相關的教職員代碼及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 [S-SCH09-07] 的

已選文字格內。 

 
5. 按 [儲存] 按鈕及確認運作。 

6. 按[科目分卷] 按鈕修改科目分卷。 

7. 按[刪除]按鈕刪除已選科目資料。 

8. 按[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按鈕複製應用學習模組科目。 

 

完成後影響 

可以整批更新同一級別不同班別的班本科目資料。 

 

備註 

1. 當用戶未曾儲存而按下鍵 [增新]，[科目分卷]或[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時， 

系統會提示用戶儲存及繼續、 只儲存或取消。 

2. [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按鈕只為中學級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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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科目分卷 

 
用戶可以編修科目分卷。 

 

功能說明 

 用戶可編修科目分卷。 

 

先決條件 

1. 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建立有關的科目分卷代碼表 

 

 

 使用步驟 

1. 在[S-SCH09-07]按[科目分卷]按鈕。 

 

 
2. 用戶可分配科目分卷科目教師及節數。 

3. 按 [儲存] 按鈕及確認運作。 

 

完成後影響 

科目分卷資料被更新。 

 

備註 

1.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科目的每週節數。 

2. 所有科目分卷的每週節數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增新班本科目 

 
用戶可以整批增新班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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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用戶可整批增新班本必修和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1. 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建立有關的代碼表（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

班別、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 

2.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S-SCH09-07]按[增新]按鈕。 

 

 
: 

 
2. 用戶選取班別，科目類別，科目，教學語言，科目教師，有教學節數及節

數。 

3. 用戶可以以下方法選取科目教師 

a. 從列表中選取。 

b. 可於 [S-SCH09-10] 選取任何文字格， 輸入教職員代碼，及按 [輸入] 鍵。 

系統會抽取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旁邊的文字格內。 

c. 在標題列表中選擇教職員，再剔選班別旁的方格，然後按 [分配] 鍵。 

d. 可於 [S-SCH09-10] 按 [表格] 按鈕，同步開著視窗 [S-SCH09-08]。然後，用

戶可於 [S-SCH09-10] 選取任何文字格，並於 [S-SCH09-08] 按 [選擇] 超鏈

結選擇教職員。系統會抽取相關的教職員代碼及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 

[S-SCH09-10] 的已選文字格內。 

4. 按 [儲存]按鈕及確認運作。 

 

完成後影響 

不同班別的班本科目資料可被整批增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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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允許重複班本科目。 

2.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3. 班本科目不能與班別內的跨班別科目或科目組別科目重複。 

 

 
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 

 
用戶可以複製已入讀應用學習課程資料到班別科目綱要中，作為班本選修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複製應用學習模組到班別科目綱要中。 

 

先決條件 

1.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已經成功匯入應用學習模組。 

 

 

 使用步驟 

1. 在[S-SCH09-07]按[從應用學習模組複製]按鈕。 

 

 
2. 用戶可選教學語言，教師及節數。 

3. 用戶可以以下方法選取科目教師 

a. 從列表中選取。 

b. 可於 [S-SCH09-12] 選取任何文字格， 輸入教職員代碼，及按 [輸入] 鍵。 系統

會抽取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旁邊的文字格內。 

c. 在標題列表中選擇教職員，再剔選班別旁的方格，然後按 [分配] 鍵。 

d. 可於 [S-SCH09-12] 按 [表格] 按鈕，同步開著視窗 [S-SCH09-08]。然後，用戶可

於 [S-SCH09-12] 選取任何文字格，並於 [S-SCH09-08] 按 [選擇] 超鏈結選擇教

職員。系統會抽取相關的教職員代碼及教職員姓名，並顯示於 [S-SCH09-12] 

的已選文字格內。 

4. 按 [儲存] 按鈕及確認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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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應用學習課程資料到班別科目綱要中，作為班本選修科目。 

 

備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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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跨班別科目 

 
跨班別科目組別功能的設計是爲了針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和爲課程設計提供更

大的靈活性。每個跨班別科目組別只有一個相關科目，該相關科目可以被稱爲跨

班別科目。跨班別科目可以由相同或不同級別的不同班別的學生修讀。一個跨班

別科目組別可以被分為多個分組，如：組別的跨班別科目是英國語文，並且在組

別內有 3個分組，即英文 I，英文 II 和英文 III。但是一個跨班別科目不能和同

一班別中另外的跨班別科目重複。來自不同班別的學生可以根據他們的英文能力

被編配修讀其中一個分組。學生可選擇多於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 

 
跨班別科目有兩個種類 — 非科目集和科目集。當種類是科目集時，用戶可新增

科目到不同的科目集;及在科目設定中，為學生由一個科目集分配一個科目。 

 
 

編配給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跨班別科目(非科目集)和跨

班別科目(科目集)不可重複。 

 
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容許用戶爲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增新跨

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1. 被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小學) ;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增新]按鈕增新一個新的

跨班別科目組別。 

 
 
3. 輸入跨班別科目組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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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儲存]按鈕建立一個新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5. 接著，系統會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 相聯班別。 

 

完成後影響 

1. 用戶可以爲組別增新分組。 

2. 如果未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科目資料將不會被收集到時間表模組。 

3. 當跨班別科目組別被增新，組別類別就不能更改。 

4.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中只有一個科目 （如：英國語文）。 

2. 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3. 用戶不可以增新一個重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組別代碼 

4.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如果此科目沒有正式的

課堂，則不應核取此示標。 

5. 跨班別科目有兩個種類，非科目集和科目集。 

6. 用戶可以決定跨班別科目組別類別屬於非科目集或科目集。 

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 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 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班級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複製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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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跨班別科目組別」容許複製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的資料到一個新的或現有

的組別，並把班別相聯於組別。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跨班別科目](小學) ;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跨

班別科目組別。 

3. 按基本資料標示。 

4. 按[複製到]按鈕複製所選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5. 選擇級別的「全部」選項，使每個級別的所有現有班別都列出供選擇。 

 

 
 

6.分別核取級別和班別名稱旁邊的方塊去選擇目標級別或目標班別。 

7.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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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班別相聯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

（網上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如果「複製到」跨班別科目組別已經存在，則其資料會被取代。否則，會建

立一個新的組別。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系統預設不核取「複製科目教師」方塊。用戶可以選擇是否複製科目教師。如

核取「複製科目教師」方塊，所選擇科目的科目教師會被複製。 

2. 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3. 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取代一個現有的 「複製到」 跨班別科目組別。如果現有

的組別已有學生就讀，則不容許複製。 

4. 如果一個跨班別科目已作爲班本科目或科目組別科目存在於所選擇的班別內，

用戶就不可以複製組別。 

5. 如果跨班別科目與所選擇的班別的另外一個跨班別科目重複，則不可以複製組

別。 

6.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7. 組別類別是不能更改。它會跟隨原本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8.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更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更新跨班別科目組別」容許編修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基本資料。 

 

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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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科目分卷）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小學) ; 按左邊選項的 [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跨

班別科目組別。 

3. 按基本資料標示。 

4. 修訂所選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基本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跨班別科目的更新導致原有科目從一個級別中被移除，該科目有關的成

績設定會被刪除。 

2. 如果不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科目資料將不會被收集到時間表編排（網

上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所選擇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已被確定，則只可以檢視

而不能更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2.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3.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4. 系統不容許用戶更新跨班別科目為一個已是相聯班別的班本科目或科目組別科

目 

5. 如果組別已有學生就讀，就不容許更新跨班別科目組別的跨班別科目。用戶需

要先從學生模組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中移除全部學生。 

6. 跨班別科目組別定義的教學語言和節數將會被用作新增分組的預設值。 

7. 若跨班別科目組是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則科目不能被更改。 

8.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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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

查。 

 
增新分組 

功能說明 

「增新分組」容許用戶增新一個新的分組到跨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按左邊選項的 [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小學) ; 按左邊選項的 [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所有跨班別科目組別清單。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分組標示。 

4. 在分組標示頁面按 [增新] 按鈕以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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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寫分組詳細資料。 

a. 選擇教學語言。 

b. 在分組詳細資料頁右上角選擇科目教師。所選教師將會自動複製至科目分卷

清單上的科目教師欄上。為每科目分卷核取科目教師旁邊的核取方塊。  

c. 核取科目分卷清單上左邊的方塊以選擇科目分卷。 

d. 如果父組別是屬於科目集，會顯示科目集選項列表給選擇。 

e. 按 [儲存]按鈕以儲存新的分組並確定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列出在科目教師清單中。用戶可以按增

加科目教師…連結增加更多科目教師。接著另外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將會増加到

清單上。科目教師的數目沒有限制。 

2. 科目教師清單包括: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3.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科目教師清單上。被信任的

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4. 如已在代碼管理模組中為跨班別科目建立科目分卷，系統則會顯示使用中的分

卷。 

5. 如科目有科目分卷，科目教師會自動列出作為科目分卷教師。 

5c 

5b 

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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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容許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內增新重複的分組。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內的分組代碼

不可重複。 

7. 如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則需輸入每週節數。 

8.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9. 如果父組別存在，教學語言和節數的預設值將會由父組別取得。 

10. 在一個科目集中，組別代碼加上分組代碼需要是唯一。 

11. 如果父組別中，沒有設定預設的節數，節數的預設值會是空白，而有教學節數

是沒有選擇。 

12. 若該跨班別科目組別是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用戶則不能夠新增分組而[增

新]按鈕亦不能被使用。 

 
 
更新分組 

功能說明 

「更新分組資料」可以編修分組資料。用戶可以選擇或取消選擇分組的科目分卷並

更新科目教師。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教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小學) ; 按左邊選項的 [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分組標示。 

 
 
4. 按分組/科目分卷連結選擇一個分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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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訂分組詳細資料。 

a. 選擇分組詳細資料頁面右上角的科目教師。 

b. 如果父組別是屬於科目集，會顯示科目集選項列表給選擇。 

c. 核取科目分卷清單左邊的方塊以選擇科目分卷。 

d.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不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科目資料將不會收集到時間表編排（網上

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列出在科目教師清單中。用戶可以按增

加科目教師…連結增加更多科目教師。接著另外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將會増加到

清單上。科目教師的數目沒有限制。 

2. 科目教師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3.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科目教師清單上。被信任的

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4. 如果科目有科目分卷，那麽科目教師會自動列出作爲科目分卷教師。 

5.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6.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的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5b 

5c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97 頁 

7. 如果組別已有學生就讀，則不能更新科目教學語言。 

8. 用戶可以取消選擇有成績紀錄的科目分卷。用戶會被提示確定刪除科目分卷的

全部成績紀錄。 

9. 若跨班別科目組別是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同時「學生選科程式」科目代

碼並非空白，系統會顯示學生選科程式科目欄位和與網上校管系統的科目分卷

配對的「學生選科程式」科目。該資料不可修改。 

10. 若跨班別科目組別是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教學語言及科目集則不能夠被

更改。 

 
 

刪除分組 

功能說明 

「刪除分組」容許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分組。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小學) ;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分組標示。 

4. 按分組旁邊的方塊選擇一個或多個分組。 

 
  
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當刪除最後一個分組時，有關的考績設定亦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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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戶不能刪除任何已有學生就讀的分組。用戶需要先從學生模組的分組中移除

全部學生。 

2. 若該跨班別科目組別是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用戶則不能夠刪除其分組而

[刪除]按鈕亦不能被使用。 

 
 
編配班別到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將班別編配到所選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亦可以從組別剔除已編配的班

別。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已設定班別。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小學);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

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相聯班別標示。 

4. 選擇一個指定的級別。接著系統會列出該指定級別的所有班別。根據預設，所

有合資格的班別都會顯示，以供用戶選擇。 

 

 
 

5. 選取要相聯班別的班別欄位旁邊的方塊。 

6. 按[儲存]按鈕編配班別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5.  選取第一個

方塊去選擇全部

下面的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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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班別相聯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

（網上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可以在學生模組編配相聯班別的學生到組別。 

3. 用戶可在相聯班別的「班別科目總表」中看到該跨班別科目組別。 

4.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跨班別科目不能和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或一個班別內的另一個

跨班別科目重複。 

2. 如果組別的相聯班別已有學生就讀，就不容許用戶將該班別自跨班別科目組別

剔除出來。用戶需要先從學生模組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中移除全部學生。 

3. 跨班別科目組別的 兩個類別 — 科目集和非科目集 ，都可關聯到不同的級別和

班別。 

4.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可以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小學) ;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設定]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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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旁邊的方塊選擇

一個或多個組別。 

 
 

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當一個組別被刪除時，也會刪除其相聯班別的連結。如果這導致科目從一個級

別內被移除，那麽有關的考績設定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不能刪除任何已有學生就讀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用戶需要先從學生模組的

該分組中移除學生。 

2. 用戶不能刪除任何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3. 在組別類別欄位中，若屬科目集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是從 SOP匯入，則該項組別

的類別會標示為「科目集 (由學生選科程式匯入)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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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選科程式」匯入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匯入科目集」容許你將「學生選科程式」匯出的科目集資料匯入到暫存工作範

圍中，當完成輸入所有相應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時，就可以將確定的資料複製到

「學校管理」模組。 

 

先決條件 

1. 匯入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尚未被確定。 

2. 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建立有關的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 

3. 只有網上校管系統管理員用戶組別、校長用戶組別以及擁有「跨班別科目組別 

- 匯入」的執行權限的用戶可以匯入跨班別科目組別。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匯入]。 

 
2. 按[Browse]按鈕並指定所要匯入的 Excel檔案。 

3. 按[匯入]按鈕。 

4. 若匯入成功，會瀏覽到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S-SCH28-02]的頁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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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Excel 檔案中「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的資料會被匯入至網上校管系統的暫存

工作範圍中。 

2. 按下左邊選單的[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匯入] ，系統會顯示匯入的跨

班別科目組別的編修頁面。 

3. 用戶可以為匯入的「學生選科程式」的科目集增新相應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4. 如果有任何匯入資料不能通過核查，錯誤報告將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

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此功能只適用於中學。 

2. 紀錄將根據代碼表進行核對： 

a. 學校級別不得爲無效而且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中。 

b. 學校授課制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c. 級別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d. 科目代碼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e. 教學語言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3. 匯入的跨班別科目不能和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或一個班別內的

另一個跨班別科目重複。 

4. 如果「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已有學生就讀，就不容許用戶再

次匯入科目組別/時間集到同一級別。 

5. 如果該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已被確定，確定指令就不能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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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編修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容許你在暫存工作範圍中編修與「學生選科程

式」科目集相應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及其分組。確定時，資料會被複製到學校管理

模組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1. 儲存跨班別科目組別。 

a. 「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已被匯入。 

2. 清除所有跨班別科目組別。 

a. 「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已被匯入。 

3. 確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a. 「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已被匯入。 

b. 所有對應「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的跨班別科目及其分組資料已經輸入。 

c. 該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尚未被確定。 

d. 現有由「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未有學生就讀。 

 

 使用步驟 

儲存跨班別科目組別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匯入]。 

 
 

2. 填入跨班別科目組別的詳細資料。 

3. 按[儲存]按鈕。 

 

 
清除所有跨班別科目組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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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覆步驟 1。 

 
5. 按下[全部清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6. 若全部清除成功，系統會將頁面返回至[S-SCH28-01]. 

 
確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7. 重覆步驟 1- 3。 

 
8. 按下[確定]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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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確定成功，確定訊息會顯示於頁面[S-SCH28-01]的上方。 

 
 

完成後影響 

1. 儲存跨班別科目組別 

a. 新增對應「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的網上校管系統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b. 用戶可以按下已儲存的分組的[詳情]按鈕補充分組的其他資料。 

2. 清除全部跨班別科目組別 

a. 暫存工作範圍中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會被刪除。 

b.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匯入] ，系統會顯示匯入

頁面。 

3. 確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a. 所有在暫存工作範圍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會複製到學校資料管理，原有由

「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組別會被刪除。 

b. 指定級別的所有班別會自動編配到新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c. 已有相聯班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能夠被[學生資料]，[學生成績]，[時間表

編排（網上版）]和[時間表編排（介面）] 引用。 

d. 可以在[學生資料]模組裡編配相聯班別的學生到組別。 

e. 用戶能夠在[學校管理]模組裡在已有相聯班別中的班別科目總表檢視到該

跨班別科目組別。 

f. 暫存工作範圍的資料會被刪除。 

g.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 [匯入] ，系統會顯示匯入

頁面。 

備註 

1. 此功能只適用於中學級別。 

2. 同一級別、同一科目的「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會被編為一組並增新一個跨班

別科目組別。而每個「學生選科程式」的科目集就會增新一個對應的分組。 

3. 在確定暫存工作範圍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之前，可以修改組別代碼，組別名稱，

預設的每週節數和分組代碼。 

4. 當增新分組時，系統會根據該組別的預設每週節數設定分組的每週節數。之後

分組的每週節數可以獨立地修改而不受跨班別科目組別的預設每週節數或其他

分組的每週節數影響。 

5. 對於儲存跨班別科目組別， 

a. 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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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複資料 

i. 不允許在跨班別科目中增新一個重複組別。 

ii. 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組別代碼的組合不可重複。 

6. 對於跨班別科目組別的確定， 

a. 暫存工作範圍的跨班別科目不能和學校管理模組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

科目組別科目或一個班別內的另一個跨班別科目重複。 

b. 暫存工作範圍內各級別的跨班別科目資料包括科組代碼、科組名稱、分組

代碼已經輸入。 

c. 該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尚未被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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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詳細資料 

功能說明 

「更新分組資料」容許你在暫存工作範圍內編修對應的「學生選科程式」科目集

的分組資料。 

 

先決條件 

1. 跨班別科目組別及其分組已在暫存工作範圍中建立。 

2. 相關代碼列表（教學語言）必須已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被設定。 

3. 教職員工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被定義。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匯入]。 

 
2. 依照預設，整列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學年及班級會顯示於搜尋條件方塊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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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詳情]按鈕會瀏覽到分組詳細資料頁面。 

 
4. 修改分組的詳細資料。 

5. 按下[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此功能只適用於中學。 

2. 如已在代碼管理模組中為跨班別科目建立科目分卷，系統則會顯示使用中的分

卷。 

3. 每個「學生選科程式」的科目代碼可以與網上校管系統中設置的科目分卷配

對，例如：組合科學。 

4. 在預設中科目教師會列出三個科目教師輸入項。用戶能夠按下增加科目教師..

連結來新增更多的科目教師輸入項。每次新增系統增加多三個的科目教師輸入

項。科目教師的數目並未有限定。 

5. 科目教師清單包括： 

a.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設

定爲「是」） 

b.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被

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c.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其他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 

d. 虛置教職員 

6. 科目教師列是以英文姓名排序。被信任的網上校管系統內的可共用教師會被放

置在教師列的底部。 

7. 若科目包含科目分卷，科目教師會被自動列出為科目分卷教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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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容許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內增新重複的分組。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內的分組代碼

不可重複。 

9. 如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則需輸入每週節數。 

10.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11. 如果父組別存在，教學語言和節數的預設值將會由父組別取得。 

12. 如果父組別中，沒有設定預設的節數，節數的預設值會是空白，而有教學節數

是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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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刪除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容許你按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班級刪

除由「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1. 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及其分組已複製到[學校管理]模組。 

2. 只有網上校管系統管理員用戶組別、校長用戶組別以及擁有「跨班別科目組別 

- 匯入」的執行權限的用戶可以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 →[匯入]。 

 
2. 用戶可以根據搜尋條件刪除所有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依照預設，會選擇全

部班級。 

3. 按下[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此功能只適用於中學。 

2. 如果你針對某個級別進行刪除，同時「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編配到不同級別，就不容許用戶用刪除所選擇的組別。 

3. 如果「學生選科程式」匯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已有學生就讀，就不容許用戶刪

除所選擇的組別。 

4. 如果該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已被確定，就不能刪除所選擇

的組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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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科目組別 

 
科目組別功能是設計給依級別提供選修科目的中學使用。學校會提供多個科目組

別給來自同一級別但不同班別的學生。指定級別的任何班別的學生可以修讀科目

組別內的科目。科目組別只可以與指定級別的班別相聯。每個學生只可以選擇一

個科目組別，並且必須修讀所選擇組別內的全部科目。同一班別內的不同科目組

別的科目可以互相重複。 

 
編配給一個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不能重複。 

 
增新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增新科目組別」可以爲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增新科目組

別。 

先決條件 

1. 被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按[增新]按鈕增新一個新的科目組

別。 

3. 輸入新科目組別的資料。 

 
  
4. 按[儲存]按鈕儲存科目組別並確定該作業。 

5. 接著，系統會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 

 

完成後影響 

1. 用戶可以增新科目到建立的組別內。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科目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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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戶不可以增新重複的科目組別。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科目組別代碼 

3.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4.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

查。 

 
複製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複製科目組別詳細資料」可以複製一個科目組別的資料到一個新的或現有的科

目組別，並相聯班別到該組別。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 

3. 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科目組別。 

4. 按基本資料標示，然後按[複製到]按鈕。 

5. 輸入資料，並分別選取級別和班別旁邊的方塊去選擇目標級別或目標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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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與班別相聯的科目組別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

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2. 如果「複製到」科目組別已經存在，則其資料會被取代。否則，一個新的科目

組別將被建立。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可以選擇是否複製科目教師。如果選擇「複製科目教師」方塊，所選擇的

科目的科目教師會被複製。根據預設， 「複製科目教師」方塊並未核取。 

2. 科目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3. 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取代現有的 「複製到」 科目組別。如果現有組別已有學

生就讀，則不容許複製。 

4. 如果一個科目組別科目在所選擇的班別已作爲班本科目或跨班別科目，那麽系

統不容許用戶複製科目組別。 

5.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6.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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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更新科目組別基本資料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編修科目組別名稱。 

 

先決條件 

被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清單。 

3. 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科目組別。 

4. 按基本資料標示。 

5. 修訂被選擇的科目組別的科目組別名稱。 

 
  

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所選擇的學年的學校資料已被確定，用戶只可以檢視但不能更新科目組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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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新科目組別科目 

功能說明 

「增新科目組別科目」可為科目組別增新一個新的科目。 

先決條件 

1. 被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有教學職務之職員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清單。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科目標示。 

4. 按科目標示頁面的[增新]按鈕為科目組別增新科目。 

 
 

5. 輸入科目組別科目詳細資料。 

a. 選擇科目和科目教學語言。 

b. 選擇科目詳細資料頁面右上角的科目教師。所選擇的教師會被自動複製到

科目分卷清單的科目教師欄位。 

c. 如果科目沒有正式課堂，則取消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否則，核取

「有教學節數」示標。 

d. 核取科目分卷清單左邊的方塊以選取適用的分卷。 

e. 核取每個分卷科目教師旁邊的方塊和輸入每個科目分卷指定的每週節數。 

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5b 

5e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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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不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科目將不會被收集到時間表編排（網上版）

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三項科目教師輸入欄位列出在科目教師清單中。用戶可以

按增加科目教師…連結增加更多科目教師。接著另外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將會増

加到清單內。科目教師的數目沒有限制。 

2. 科目教師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本網上校管系統的其它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

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3.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科目教師清單上。被信任的

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4. 如已在代碼管理模組中為科目設立科目分卷，系統會顯示使用中的分卷。 

5. 如果科目有科目分卷，那麽科目教師會自動列出作爲科目分卷教師。 

6. 當用戶為科目組別增新一新科目，該新科目會被自動編配給該科目組別的學

生。 

7. 用戶不可以在一個科目組別內增新重複科目。科目組別內的科目代碼不可重

複。 

8.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用戶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如果此科目沒有正

式的課堂，則不應核取此示標。 

9.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的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10. 用戶不可以增新一個已作爲班本科目或跨班別科目而存在於相聯班別內的科

目。 

11.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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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

查。 

 

 
更新科目組別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編修科目組別科目的資料。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有關代碼表（科目分卷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3. 已在教職員模組中設定有教學職務之職員。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科目標示。 

4. 按科目/科目分卷連結選擇一個科目/科目分卷。 

 
 

5. 修訂科目/科目分卷資料。選擇科目詳細資料頁面右上角的科目教師。系統會

自動複製所選擇的教師到科目分卷清單的科目教師欄位。 

b. 如果科目沒有正式課堂，則取消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否則，核取

「有教學節數」示標。。 

5d 

5a 
5b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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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取指定的分卷的左邊的方塊。 

d. 核取每個分卷科目教師旁邊的方塊，和輸入每個科目分卷的每週節數 

e.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不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科目資料將不會收集到時間表模組。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列出在科目教師清單中。用戶可以按增

加科目教師…連結增加更多科目教師。接著另外三項科目教師欄位將會増加到

清單上。科目教師的數目沒有限制。 

2. 科目教師清單包含: 

i. 所選擇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教學職務示標被

設定爲「是」） 

ii. 來自其他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共用教職員（教職員模組中的可共用示標

被設定爲「是」，只適用於一條龍及上下午學校） 

iii. 透過被信任的連結而連接到本網上校管系統的其它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

教職員 

iv. 虛置教職員 

3. 系統會按教職員的英文姓名進行排列，並且顯示在科目教師清單上。被信任的

網上校管系統的共用教職員會被列在教師清單的最後。 

4. 如果科目有科目分卷，那麽科目教師將會自動列出作爲科目分卷教師。 

5.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用戶必須輸入每週節數。如果該科目沒有正式

的課堂，則不應核取該示標。 

6. 所有分卷的每週節數的總和必須相等於科目的每週節數。 

7. 如果科目組別已有學生修讀，則不能更新科目教學語言。 

8. 用戶可以取消選擇有成績紀錄的科目分卷。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刪除科目分卷

的全部成績紀錄。 

 

 
刪除科目組別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科目組別內的科目。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科目組別科目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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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科目標示。 

4. 核取要刪除的科目/科目分卷旁邊的方塊。 

 
 

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由科目組別刪除科目後，該科目有關的成績設定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不能刪除任何已有學生修讀的科目組別科目。用戶需要先在學生模組把學

生從該科目組別中移除。 

 

 
編配班別到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將班別編配到所選擇的科目組別，亦可從組別剔除已編配的班別。 

先決條件 

1. 所選擇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班別已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清單。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相聯班別標示。 

4. 選取要相聯的級別的班別欄位旁邊的方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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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科目組別會出現於相聯班別的[班別科目總表]內。 

2. 與班別相聯的科目組別可以被學生模組、學生成績模組、時間表編排（網上

版）模組和時間表編排（介面）模組引用。 

3. 可於學生模組將相聯班別的學生編配到科目組別內。 

4.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科目組別科目不能與同一個班別內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和跨班別科目重複。

但是，編配給一個班別的不同科目組別的科目可以互相重複。 

2. 如果相聯於組別的班別已有學生就讀，那麽用戶將不可以從科目組別中移除該

班別。 

3.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121 頁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查。 

 

 
刪除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1. 學校資料並未確定。 

2. 科目組別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組別] 。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學年的科目組別。選取科目組別代碼旁邊的方塊去選

擇一個或多個組別。 

 
 

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當刪除一個科目組別時，也會刪除其相聯班別的連結。如果這導致科目從一個

級別中被移除，那麽有關的成績設定也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不能刪除任何已有學生修讀的科目組別。用戶需要先在學生模組的有關科

目組別內移除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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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校曆編修 

 
2.6.1 設定 

 
基本設定 

功能說明 

「基本設定」可以編修基本校曆資料，例如學年開始和完結日期，週六上課類別

和每個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循環制或星期制示標。 

 

先決條件 

1. 已設定學年。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設定]。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指定的學校級別

與授課制的校曆設定。 

3. 按基本設定標示。 

4. 修改校曆的詳細資料和各種設定。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可以分別爲不同的學校級別與學校授課制設定校曆。 

2. 如果該學年的學校資料已被確定，則不允許作更新。 

基本設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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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把學年開始和完結日期修改爲一個較短的日期範圍，系統將會進行檢查。

如果影響假期或事項，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4. 如果把學年開始和完結日期修改爲一個較短的日期範圍，系統將會進行檢查並

提示用戶確定自動調整學期開始與完結日期。 

 

例如: 

學校開始日期: 2002 年 9月 1 日 

學校完結日期: 2003 年 8月 31 日 

學期 1 開始日期: 2002 年 9月 1 日 

學期 1 完結日期: 2003 年 1月 31日 

學期 2 開始日期: 2003 年 2月 1 日 

學期 2 完結日期: 2003 年 8月 31日 

 

如果把學年開始日期修改爲「2002年 9 月 2 日」，又把學年完結日期修改爲

「2003 年 8 月 30 日」，系統會自動把學期 1 開始日期調整爲「2002 年 9月

2 日」，把學期 2 完結日期調整爲「2003年 8 月 30 日」。 

5. 如果選擇循環制，每循環週上課日數必須填寫。 

6. 當轉换星期制/循環制或更改每循環週上課日數，若代課紀錄存在，紀錄不能儲  

存。請先在教職員調配模組刪除相關紀錄。 

 

 
修改學期資料 

功能說明 

「修改學期資料」可以檢視和編修學期開始與完結日期，和每個級別在每個學期

的考績數目、學校實際上課日數和沒有授課但有學習活動的上課日數。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設定]。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所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學期資料。 

3. 按學期資料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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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每個級別的學期數目。按[儲存]按鈕並確定作業。 

5. 要進一步更新每個級別的學期資料，按目標級別連結。 

 
 

6. 修訂所選擇級別的學期資料。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減少級別的學期數目會引致刪除最後的學期及考績資料。 

2. 可以在學生成績模組中爲每一個學期設定考績綱要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爲級別而設定的學期資料必須有現行班別。否則將不能確定學校資料。 

2. 如果已確定學校資料，就不能更新學期資料。 

3. 如果學期的數目大於零，則必須設定學期開始與完結日期。 

4. 學期的開始和完結日期必須在學年開始和完結日期的範圍內。 

5. 學期的開始和完結日期範圍不能互相重疊。 

6. 每個級別的學期和考績總數不能大於 25。 

 

 
複製學期資料 

功能說明 

「複製學期資料」可以複製一個級別的學期資料至另一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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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複製到」按鈕，就可以使用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輸入欄位

來選擇複製作業的目標位置。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設定]。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指定的學校級別

與授課制的學期資料。 

3. 按學期資料標示。 

4.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全部級別及相應的學期數目和考績數目。按級別連結。 

5. 按[複製到]按鈕複製所選擇的學期。 

 
 
6. 指定複製作業的資料。 

7. 按[儲存]按鈕複製現時級別的學期資料到另一個級別。 

 

完成後影響 

1. 可以在學生成績模組中爲每一個學期設定考績綱要。 

2. 被複製的學期資料包括學期數目、學期開始日期、學期完結日期、考績數目。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爲級別而設定的學期資料必須有現行班別。否則將不能確定學校資料。 

2. 如果已確定學校資料，就不能複製學期資料。 

3. 當複製學期資料時，如果目標學期資料存在，系統會提示一個警告訊息表示現

有學期資料將會被新的學期資料取代。 

4. 如果學期數目大於零，則必須設定學期開始與完結日期。 

5. 學期的開始和完結日期必須在學年開始和完結日期的範圍內。 

6. 學期的開始和完結日期範圍不能互相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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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個級別的學期和考績總數不能大於 25。 

 

 
編修學校假期 

功能說明 

「編修學校假期」可以為每一個學年編修學校假期。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校曆編修] → [校曆設定]。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假期資料。 

3. 按假期標示後，系統會顯示所選擇學年的假期清單。 

  
4. 按[整批修改]按鈕後，系統顯示可修改頁面供用戶修改或增新假期資料 

 
5. 按[增新]按鈕後，系統會增加十個空行。用戶可以輸入新假期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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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新的學校假期資料。 

7. 按[儲存]按鈕儲存新的假期紀錄並確定作業。 

8. 核取要刪除的假期旁邊的方塊及按[刪除]按鈕，該記錄便會刪除。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假期名稱（中）只可輸入中文字或全形字母/數字/符號。 

2. 如果在增新假期時發現重複的資料，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不可重複資

料爲： 

i. 假期開始日期 + 假期名稱 

3. 如果假期重疊，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4. 如果在一個日期內被發現有懷疑退學紀錄，則不能標識該日爲學校假期。 

5. 如果在學校假期內發現缺席紀錄，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刪除缺席紀錄。 

6. 若代課紀錄存在，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請先在教職員調配模組刪除相關紀

錄。 

7. 若刪除的假期時候，代課紀錄已經存在，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請先在教職

員調配模組刪除相關紀錄。 

8. 若總學校假期多於 90 日(在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區議會一般選舉的舉辦年份，學

校假期日數為 91 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及顯示可供利用的自行分配假期天

數。 

9. 若學校授課制為全日及總授課日數少於 190 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10. 若學校授課制為上午或下午及總授課日數少於 209 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

息。 

11. 以下假期代碼(7 項)各只能於每學年使用一次： 

(一) 勞動節  

(二) 佛誕  

(三) 端午節  

(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五) 中秋節翌日  

(六) 國慶日， 及  

(七) 重陽節 

否則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編修學校事項 

功能說明 

「編修學校事項」可以編修一個學年的事項。 

 

先決條件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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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校曆編修] → [ 校曆設定]。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所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事項。 

3. 按事項標示。系統會顯示所選學年的事項清單。 

 

 
 
4. 按[整批修改]按鈕後，系統顯示可修改頁面供用戶修改或增新學校事項資料 

5. 按[增新]按鈕後，系統會增加十個空行。用戶可以輸入新學校事項資料。 

 
 
6. 輸入新學校事項資料。 

7. 按[儲存]按鈕以增新學校事項並確定作業。 

8. 核取要刪除的學校事項旁邊的方塊及按[刪除]按鈕並確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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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可以指定事項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 

2. 如果在學校假期中增新事項，根據預設，將不可以在該日記錄學生出席。但

用戶可以在出席模組中設定該日為特別出席日。 

3. 「學年開始日期」和「學年完結日期」在「基本設定」頁面中設定。用戶不

應將它增新在「事項」頁面。 

4. 假期在「假期」頁面中設定。用戶不應在「事項」頁面增新假期。 

5. 事項名稱（中）只可輸入中文字或全形字母/數字/符號。 

6. 如果在增新事項時發現重複的資料，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不可重複的

資料爲： 

事項開始日期 + 事項名稱 

 
編修上課日 

功能說明 

「編修上課日」可以編修一個學年的星期六/星期日作為上課日。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校曆編修] → [ 校曆設定]。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所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事項。 

3. 按上課日標示。系統會顯示所選學年的上課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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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編修週六和週日]按鈕後，系統顯示可修改頁面供用戶修改或增新學校事項

資料 

 
5. 按[增新]按鈕後，系統會增加新的行數。用戶可以輸入理由。 

6. 輸入日期及理由。 

7. 按[儲存]按鈕以增新/修改上課日並確定作業。 

8. 核取要刪除的上課日旁邊的方塊及按[刪除]按鈕並確定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相關日期的學校事項必須存在，否則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 (甲) 學年的總日數: 該學年的總日數(365 或 366)。 

3. (乙) 總學校假期: 除了單一或連續學校假期的最後一日為星期日外，所有指

定的學校假期都會計算在內。單一或連續學校假期翌日為星期六(短週)及超

過六日，該星期六並會計算在內。 

4. (丙) 非授課的星期六及並未包括在 (乙) 項: 除了長週的星期六、學校自決

假期、教師發展日及授課的星期六/星期日外，總星期六日數。 

5. (丁) 非授課的星期日及並未包括在 (乙) 項: 除了學校自決假期、教師發展

日及授課的星期六/星期日外，總星期日日數。 

6. (戊) 總學校自決假期: 總學校自決假期。 

7. (己) 總教師發展日假期: 總教師發展日假期。 

8. (庚) 總授課日數: (甲) - (乙) - (丙) - (丁) - (戊) - (己) 。 

9. (辛) 總授課的星期六日數: 總授課的星期六日數。 

10. (壬) 總授課的星期日日數: 總授課的星期日日數。 

11. 若總學校假期多於 90 日(在立法會換屆選舉及區議會一般選舉的舉辦年份，

學校假期日數為 91 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及顯示可供利用的自行分配假

期天數。 

12. 若學校授課制為全日及總授課日數少於 190 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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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若學校授課制為上午或下午及總授課日數少於 209日，系統會顯示錯誤訊

息。 

 
2.6.2 校曆 

學年 

功能說明 

用戶可用年曆的形式檢視不同學年、學校級別與學校授課制在該學年內的假期和

事項的日期。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行

月份的校曆。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所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校曆。 

3. 按學年標示。 

 
 

4. 按月份連結以月曆形式檢視校曆。 

 

2 

事項 

假期 

月份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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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系統會顯示由 9月至翌年 8 月的學年校曆。 

2. 學校假期和星期日會以紅色顯示，而學校事項日會以綠色顯示。 

 
月份 

功能說明 

用戶可檢視不同學年，學校級別與學校授課制在各月份的假期和事項資料。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

在月份的校曆。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所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校曆。 

 

 
 

3. 如要檢視另一個月份，可從下拉清單中選擇月份。 

 

完成後影響 

2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133 頁 

不適用 

 

備註 

1. 如果選擇英文作爲系統語言，則會顯示假期和事項的英文名稱。如果選擇中文

作爲系統語言，則會顯示假期和事項的中文名稱。如果找不到假期和事項的中

文名稱，會顯示假期和事項的英文名稱以代替。 

2. 如果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是使用循環週校曆，則可以選擇爲所選的月份設定循環

週日。 

3. 學校假期和星期日會以紅色顯示而學校事項日則會以綠色顯示。學校假期和事

項日的背景顔色將按照「校曆 – 基本設定」功能中所設定的假期和事項顯示

顔色。 

 

 
設定循環週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設定循環週日或更改循環週日次序。該功能只適用在使用循環週校曆的

學校級別與授課制。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是使用循環週校曆的。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在

月份的校曆。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指定的學校級別

與授課制的校曆。 

3. 按[設定循環週日]按鈕設定指定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循環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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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要到另一個月份，重複按校曆上面月份旁的左右箭嘴。 

5. 要[調至]或[指定]循環週日，[上課日]選項必須選擇。 

6. 要更改長短週，選擇[設定為長週]或[設定為短週]。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系統預設，星期日不被計算為循環週日。 

2. 系統預設，除學校假期外，所有事項類別的學校事項日，將被計算為循環週

日。 

3. 用戶可以選擇[不指定]而將事項日設定爲非循環週日。 

4. 如果一個事項日是星期日，根據預設，該日將不被計算為循環週日。但用戶

選擇[調至]或[指定]星期日為循環週日。如要取消循環週日設定，可將星期

日選擇為[不指定] 。 

5. 如果一個事項日是星期六，根據預設，該日會根據週六上課類別被計算為循

環週日或非循環週日。如果該星期六是短週，該日將不會被計算為循環週

日。 

6. 系統預設，學校假期不會被計算作為循環週日。 

7. 用戶可以選擇[調至]或[指定]，重新設定學校假期的循環週日。 

8. 考試日會按「考試日計算為循環週日」示標被預設為循環週日或非循環週

日。如果示標被設定爲「是」，那麽考試日會被計算爲循環週日。否則，考

試日不會被計算為循環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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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戶選擇[調至]或[指定]來更改「考試日計算為循環週日」示標將不會影響

那些曾經被重新設定該日的循環週日的考試日。對於其他沒有被重新設定循

環週日的考試日，會根據示標設定為循環週日或非循環週日。 

10. 對於「交替首短週」或「交替首長週」的週六上課類別的學校，如果該日爲

星期六，並且爲學校假期或用戶曾經設定星期六選項，系統將不會在該日使

用「交替週」計算。而原來以「交替週」計算的長週／短週會留待下一週六

而並非學校假期或用戶曾設定星期六選項的循環週日。 

11. 用戶可選擇[指定]來取代現時上課日，並設定新的上課日。(如:把上課日 1 調

至上課日 4)而校曆是不會轉移的。 

12. 用戶可選擇[調至]來調整上課日，而校曆是會轉移的。(如:原來日是上課日

1，現可調至上課日 2，或調至上課日 5)。而該上課日後曾被更改的循環週日

次序，將被取消及重新排序。 

13. 用戶可選擇[不指定]來移取循環日子，而校曆是不會轉移的。 

14. 校曆會顯示長/短週(長週顯示為「L」)。 

15. 用戶可自定長/短週來取代原有的星期六設定。而該上課日後曾被更改的循環

週日次序的星期六及長/短週設定，將被取消及重新排序。 

16. 系統會記錄所有曾經被重新設定的循環週日。這些紀錄不會因為用戶更改星

期制/循環制示標而被清除。 

17. 若代課紀錄存在，紀錄不能儲存。請先在教職員調配模組刪除相關紀錄。 

 
設定星期制日 

功能說明 

用戶可指定取代現時上課日，並設定新的上課日。(如:星期一設定為星期四)而校

曆是不會轉移的。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是使用星期制校曆。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在

月份的校曆。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指定的學校級別

與授課制的校曆。 

3. 按[設定星期週日]按鈕設定指定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星期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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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要到另一個月份，重複按校曆上面月份旁的左右箭嘴。 

5. 要指定星期制日按[設定星期制日]。 

6. 要更改長短週，選擇[設定為長週]或[設定為短週]。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可指定取代現時上課日，並設定新的上課日。(如:星期一設定為星期四)而

校曆是不會轉移的。 

2. 備註會顯示在受影响的星期制日。 

3. 校曆會顯示長/短週（長週顯示為「L」)。 

4. 用戶可自定長/短週來取代原有的星期六設定。而該上課日後曾被更改的循環週

日次序的星期六及長/短週設定，將被取消及重新排序。 

5. 系統會記錄所有曾經被重新設定的循環週日。這些紀錄不會因為用戶更改星期

制/循環制示標而被清除。 

6. 若代課紀錄存在，紀錄不能儲存。請先在教職員調配模組刪除相關紀錄。 

 
星期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檢視不同學年、學校級別與學校授課制的每星期的假期和事項資料。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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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校曆]。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

現行月份的校曆。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按[搜尋]按鈕提取指定的學校級

別與授課制的校曆。 

3. 按星期標示。 

 
 

4.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現行的星期。如要檢視另一個星期，可從下拉清單選

擇。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如果選擇英文作爲系統語言，則會顯示假期和事項的英文備註。如果選擇中文

作爲系統語言，則會顯示假期和事項的中文備註。如果找不到假期和事項的中

文備註，則會顯示假期和事項的英文備註。如果找不到假期和事項備註，則顯

示假期和事項的名稱。 

2. 學校假期和星期日會以紅色顯示而學校事項日會以綠色顯示。 

 
2.6.3 匯出 

 
匯出 ICS 檔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匯出校曆資料為 ICS 檔案，此檔案可以匯入至其他支援 ICS 檔之工具。 

 
 

先決條件 

不適用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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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校曆編修] → [匯出]  

2. 選擇學年、學校級別與授課制校曆語言，按[搜尋] 。 

3. 選擇假期/事項後按[匯出] 。 

 
 

 
 
 

完成後影響 

ICS 檔將彈出，以供用戶下載 

備註 

1. 考試事項會被組合，如有需要，可按  圖示展開全部資料。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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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所選的學校級別或授課制採用「循環制」，「循環週日」的選項會被啟動，

並可供選用。 

3. 如所選的學校級別或授課制採用「星期制」，「循環週日」的選項不會被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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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確定學校資料 

2.7.1 確定學校資料 

 

功能說明 

「確定學校資料」可以確定學校資料。學校資料被確定後，班別基本資料、班本

科目、科目組別、跨班別科目組別、班別結構、校曆基本設定和學期資料則不能

更改。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確定學校資料]。 

2. 選擇一指定學年、學校級別及學校授課制。

 
 

3. 按[確定學校資料] 按鈕確定學校資料。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學校資料已確定，班別基本資料、班本科目、科目組別、跨班別科目組

別、班別結構、校曆基本設定和學期資料則不能修改。 

2. 可以確定考績綱要。  

3. 對於中學級別，可以執行計劃教學語言數據收集。 

4.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系統會顯示學校資料和考績綱要的現況。 

2. 如果沒有爲每個學校級別與授課制設定學年開始和完結日期，系統會顯示錯

誤訊息。 

3. 如果沒有爲全部已有班別的級別設定學期開始與完結日期，系統會顯示錯誤

訊息。 

4. 如果在一個學校級別與授課制內沒有任何班別，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5. 如果班別沒有班別科目，系統會顯示警告訊息。用戶可以選擇繼續確定學校

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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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有正式課堂的科目或科目分卷但並無指派科目教師，系統會顯示警告訊

息。用戶可以選擇繼續確定學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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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重設學校資料 

功能說明 

「重設學校資料」可以重設學校資料。重設學校資料後，班別基本資料、班本科

目、科目組別、跨班別科目組別、班別結構、校曆基本設定和學期資料則可以更

改。 

先決條件 

1. 必須已確定學校資料。 

2. 對於小學級別，尚未開始中一派位年度。 

3. 對於中學級別，尚未開始中四派位年度。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確定學校資料]。 

2. 選擇一個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按[重設學校資料]按鈕重設學校資料。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重設學校資料，已確定的考績綱要亦將被重設。 

2. 可以修改班別基本資料、班本科目、科目組別、跨班別科目組別、班別結構、

校曆基本設定和學期資料。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系統會顯示學校資料和考績綱要的現況。 

2. 如果中一派位年度 （對於小學）或中四派位年度（對於中學）已經開始，系

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將不可以重新設定已經確定的學校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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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計劃科目資料 

 
計劃科目資料是用於計劃下一學年每個科目的授課語言。此功能只適用於中學級

別。 

 
2.8.1 數據收集 

 

功能說明 

 
「數據收集」可以將某些學校資料複製到計劃科目資料工作範圍。會被收集的資

料包括班別基本資料、班本科目、科目組別和跨班別科目組別(跨班別科目組別類

別和其分組科目集的資料)。但是，班主任、科目教師和科目分卷將不會被複製。 

 

先決條件 

1. 必須已確定中學級別的學校資料。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數據收集]。 

 
 
2. 按[複製]按鈕。 

 

完成後影響 

1. 計劃科目資料範圍中現有的學校資料會被取代。 

2. 當開始學年過渡策劃時，計劃科目資料可被收集。 

3. 用戶可以預備「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 

4.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可以編修下一學年每個級別的科目的計劃科目資料。 

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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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3.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下

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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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班別資料 

 
計劃科目資料是用於計劃在確定學校資料後下一學年每個科目的授課語言。此功

能只適用於中學級別。 

 

此功能是班別資料功能的簡化版（學校管理 > 班別資料）。不過，科目教師和科

目分卷不在計劃科目資料中處理。 

 
增新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增新班別資料」可以增新一個新的班別。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即：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語言組別、分科組別、班

別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已在學校設施中設定課室。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按[增新班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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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新的班別資料。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當成功增新一個班別之後，系統會顯示修改班別資料（基本資料）的版面。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學校只有一個語言組別，「語言組別」欄則會被隱藏。如果學校有多於

一個語言組別，該欄位會顯示以供選擇。 

2. 如果在增新班別時發現重複的資料，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以下資料不

可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代碼 

i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名稱 

3. 班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4. 班別名稱必須爲兩個中文字，四個英文字母 / 數字，或一個中文字和兩個英

文字母 / 數字。 

5. 班別類別清單中只包含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班別類別。 

6.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級別。 
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8.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

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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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編修班別的基本資料。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即：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語言組別、分科組別、班別

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已在學校設施中設定課室。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顯示下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3.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基本資料標示。 

 

 
 
4. 修訂被選擇的班別的基本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學校只有一個語言組別，「語言組別」欄位則會被隱藏。如果學校有多

於一個語言組別，該欄位會顯示以供選擇。 

2. 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名稱 

3. 班別名稱必須爲兩個中文字，四個英文字母 / 數字，或一個中文字和兩個英

文字母 / 數字。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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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別類別清單中包含所選擇的班別類別及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的班別類

別。 

 

 
複製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複製班別資料」 容許用戶可以複製班別資料（包括班別基本資料和班本科目）

到新的或現有的班別。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即：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語言組別、分科組別、班別

類別）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2. 已經在學校設施中設定課室。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顯示下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3.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基本資料標示。 

4. 按[複製到]按鈕。 

 
 

5. 選擇要執行複製作業的目標班別，並輸入班別資料。 

6.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複製到更多

班別….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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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別基本資料和有關的班本科目會複製到新增的班別。 

2. 如果現有班別的班別基本資料和有關班本科目已存在於「複製到」的班別內，

則會取代這些資料。 

3. 系統會設定分科組別與 「複製自」班別的值相同。 

4. 系統預設語言組別與「複製自」班別的值相同。 

5. 系統預設班別名稱與班別代碼相同。 

6.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根據預設，系統會將六項」複製到」的班別輸入欄位列在「複製到」班別清

單。用戶可以按複製到更多班別…連結複製到更多班別。接著另外六項班別

輸入欄位將會増加到清單。可填寫的班別輸入欄位數目沒有限制。 

2. 如果「複製到」班別存在，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取代這些班別的資料。 

3. 如果在增新班別時發現重複的資料，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以下資料不

可重複： 

-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代碼 

-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班別名稱 

4. 班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5.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6.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

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刪除班別資料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一個現存的班別紀錄（包括班別基本資料、班本科目、跨班別科目

組別和科目組別之聯繫）。 

 

先決條件 

班別已經存在。 

 

 使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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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顯示下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3.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基本資料標示。 

 
 

4.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有關的班本科目、跨班別科目組別和科目組別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刪除級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一個或多個現存的級別。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顯示下學年的班別清單。核取級別旁邊的方塊以選擇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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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刪除級別]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有關的班本科目、跨班別科目組別和科目組別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增新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班本科目分為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必修科目編配給一個指定的班別，該班別全

體學生都必須修讀。而科目代碼相同，但教學語言不同的選修科目被視爲不同的

選修科目。選修科目只由該班別內的部份學生修讀。 

 
編配給同一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不能重複。 

 
「增新班本科目」 容許用戶增新班本必修和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顯示下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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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班本科目標示。 

4. 顯示所選班別的科目清單。按[增新]按鈕。 

 
 

5. 輸入新的科目詳細資料。 

6.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系統預設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如果該科目沒有正式的課堂，則不需

核取此示標。 

2. 不可以增新重複的班本科目。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必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ii. 選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 科

目教學語言 

3.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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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更新班本科目」 容許用戶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編修班本必修和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本科目標示。 

4. 按科目類別（必修或選修）顯示所選班別的必修和選修科目清單。 

 
 

5. 按科目連結檢視或修改科目的詳細資料。 

 
 

6. 修訂科目詳細資料。 

a. 選擇科目類別（必修或選修）和科目的教學語言。 

b. 如果科目沒有正式課堂，不用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否則，核取「有

教學節數」示標。 

科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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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儲存]按鈕儲存被修改的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系統預設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如果該科目沒有正式的課堂，則不需核

取此示標。 

2. 不可以增新重複的班本科目。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必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ii. 選修科目: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班別代碼 + 科目代碼 + 科

目教學語言  

3.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 

 

 
複製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複製班本科目資料」 容許用戶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從一個班別複製必修和選

修科目到另一個班別。必修及選修科目被複製到所選的班別時仍爲必修及選修科

目。 

先決條件 

1.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顯示下學年的班別清單。按班別名稱連結選擇一個班別。 

3. 按班本科目標示。 

4. 核取左邊的方塊去選擇要複製的科目。 

5. 按[複製到]按鈕複製班本科目到其他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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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預設，系統設定級別爲「全部」，以便每個級別的所有現有班別都可列

出供選擇。 

7. 分別核取級別與班別旁邊的方塊至選擇目標的級別或班別。 

8.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班本科目的資料會被複製到目標班別。如果這些科目在目標班別的現存科

目，那麽現有的資料會被取代。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可以選擇同時複製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 

2. 如果「複製到」班別中已經存有所選擇的科目，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要求

用戶確定取代在「複製到」班別中現存的科目資料。  

3. 用戶不可以複製現存於「複製到」班別中已作爲跨班別科目或科目組別科目

的科目。 

4.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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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

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刪除班本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班本必修科目或選修科目。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本科目標示。 

 
 

4. 班別的必修和選修科目清單會依科目類別（必修或選修）分類顯示出來。按

科目旁邊的核取方塊選擇要刪除的科目。 

5. 按[刪除]按鈕刪除科目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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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科目總表 

功能說明 

「班別科目總表」 容許用戶檢視班別科目清單，即：班本必修科目、班本選修科

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資料]。 

2. 按班別名稱連結。 

3. 按班別科目總表標示。 

 
 

4. 顯示所選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清單。 

5. 在跨班別組別科目部分 

i. 在組別中，會顯示成"組別代碼 - 組別名稱 (科目代碼 - 科目說明)" 。 

ii. 在分組中 

甲. 屬於科目集的會顯示成[分組代碼(科目集)] 。 

乙. 屬於非科目集的會顯示成[分組代碼] 。 

 

 

完成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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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備註 

1.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下

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2.8.3 跨班別科目   

 
每個跨班別科目組別有一個預設科目、預設教學語言和預設節數。跨班別科目可

以由相同或不同級別的不同班別的學生修讀。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可以被分為多

個分組，例如，跨班別科目組別的預設科目是普通話，同時在組別內，有三個分

組名為普通話 I(科目是普通話)、普通話 II(科目是普通話)與普通話 III(科目是

普通話)。來自不同班別的學生可以被編配修讀其中一個分組。學生可選擇多於一

個跨班別科目組別。 

 
跨班別科目有兩個種類 — 非科目集和科目集。當種類是科目集時，用戶可新增

科目到不同的科目集。 

 
 

編配給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跨班別科目(非科目集)和跨

班別科目(科目集)不可重複。 

 
在確定學校資料後，可以爲下一個學年編修計劃科目資料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此

功能只適用於中學。 

 

這功能是跨班別科目功能的簡化版本（學校管理 > 跨班別科目），但在計劃科目

資料中不需要編修科目教師和科目分卷。 

 

 
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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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容許用戶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爲指定的學年、學校級

別和學校授課制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增新]按鈕增新一個新的

跨班別科目組別。 

 
 

3. 輸入跨班別科目組別的資料。 

4. 按[儲存]按鈕建立一個新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5. 接著，系統會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 

 

完成後影響 

1. 用戶可以爲組別增新分組。 

2. 當跨班別科目組別被增新，組別類別就不能更改。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爲下學年的一個指定的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建立了跨班別科目組別。 

2. 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中有一個預設科目、預設教學語言和預設節數。 

3. 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4. 用戶不可以增新一個重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組別代碼 

5. 有兩種跨班別科目組別類別 — 非科目集及科目集 

6. 用戶可以決定跨班別科目組別類別屬於非科目集或科目集 

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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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8.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下

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複製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複製跨班別科目組別」 容許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複製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的

資料到一個新的或現有的組別，並把班別相聯於組別。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跨

班別科目組別。 

3. 按基本資料標示。 

4. 按[複製到]按鈕複製所選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5. 選擇級別的「全部」選項，使每個級別的所有現有班別都列出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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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別核取級別和班別名稱旁邊的方塊去選擇目標級別或目標班別。 

7.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複製到」跨班別科目組別已經存在，則其資料會被取代。否則，將建立

一個新的組別。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2. 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取代一個現有的 「複製到」 跨班別科目組別。 

3. 如果一個跨班別科目已作爲班本科目或科目組別科目存在於所選擇的班別內，

用戶就不可以複製組別。 

4. 如果跨班別科目與所選擇的班別的另外一個跨班別科目重複，則不可以複製組

別。 

5.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6. 組別類別是不能更改。它會跟隨原本的跨班別科目組別。 

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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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8.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下

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更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更新跨班別科目組別」 容許編修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基本

資料。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跨

班別科目組別。 

3. 按基本資料標示。 

4. 修訂所選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基本資料。 

 
 

5.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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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增新分組 

功能說明 

「增新分組」容許用戶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增新一個新的分組到跨班別科目組

別。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按左邊選項的[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所有跨班別科目組別清單。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分組標示。 

4. 在分組標示頁面按[增新] 按鈕以增新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5. 填寫分組詳細資料。 

a. 填寫分組名稱。 

b. 選擇科目。 

c. 選擇教學語言。 

d. 如有課堂，可以核取有教學節數和填寫節數。 

e. 如果父組別是屬於科目集，會顯示科目集選項列表給選擇。 

6. 按[儲存]按鈕以儲存新的分組並確定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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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不容許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內增新重複的分組。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內的分組代碼

不可重複。 

2. 如已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則需輸入節數。 

3. 在一個科目集中，組別代碼加上分組代碼需要是唯一。 

4. 在分組中是不能更改所屬的科目。 

5.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6.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下

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更新分組 

功能說明 

「更新分組資料」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編修分組資料。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分組標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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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分組連結選擇一個分組。 

 
 

5. 修訂分組詳細資料。 

6.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就必須輸入節數。  

2. 如果父組別是屬於科目集，會顯示科目集選項列表給選擇。 

 

 
刪除分組 

功能說明 

「刪除分組」 容許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的分組。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分組標示。 

4. 按分組旁邊的方塊選擇一個或多個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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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編配班別到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中將班別編配到所選擇的跨班別科目組別，亦可從

組別剔除已編配的班別。 

 

先決條件 

已設定班別。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分組和相聯班別。按相聯班別標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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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要相聯班別的班別或級別旁邊的方塊。 

5. 按[儲存]按鈕編配班別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用戶可在相聯班別的「班別科目總表」中看到該跨班別科目組別。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跨班別科目不能和必修科目、選修科目或科目組別科目重複。 

2. 跨班別科目組別的 兩個類別 — 科目集和非科目集 ，都可關聯到不同的級別

和班別。 

4.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5.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

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4.  核取第一個

方塊來選擇下面

全部的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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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刪除跨班別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跨班別科目組別。按組別代碼旁邊的方塊選擇

一個或多個組別。 

 
 

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當一個組別被刪除後，也會刪除其相聯班別的連結。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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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別 

 
科目組別功能是設計給依級別提供選修科目的中學使用。學校會提供多個科目組

別給來自同一級別但不同班別的學生。指定級別的任何班別的學生可以修讀科目

組別內的科目。科目組別只可以與指定級別的班別相聯。每個學生只可以選擇一

個科目組別，並且必須修讀所選擇組別內的全部科目。同一班別內的不同科目組

別的科目可以互相重複。 

 
編配給一個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不能重複。 

 
在確定學校資料後，就可以爲下學年編修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的科目組別。此

只適用於中學。 

 

這些功能是科目組別功能的簡化版本（學校管理 >科目組別）。不過，科目教師

和科目分卷不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編修。 

 
增新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增新科目組別」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爲指定的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

課制和級別增新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計劃科目資料]→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按[增新]按鈕增新一個新的科目組

別。 

3. 輸入新科目組別的資料。 

 
  

4. 按[儲存]按鈕儲存科目組別並確定該作業。 

5. 接著，系統會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 

 

完成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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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戶可以增新科目到建立的組別內。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科目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2. 用戶不可以增新重複的科目組別。以下資料不可重複： 

i. 學年 + 學校級別 + 學校授課制+ 級別 + 科目組別代碼 

3.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6.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7.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下

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複製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複製科目組別詳細資料」可以複製一個科目組別的資料到一個新的或現有的科

目組別，並相聯班別到計劃科目資料範圍中的組別。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 

3. 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科目組別。 

4. 按基本資料標示，後再按[複製到]按鈕。 

5. 輸入資料，並分別選取級別和班別旁邊的方塊去選擇目標級別或目標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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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如果「複製到」科目組別已經存在，則其資料會被取代。否則，一個新的科

目組別將被建立。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科目組別代碼只可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2. 系統會提示用戶確定取代現有的「複製到」科目組別。 

3. 如果一個科目組別科目在所選擇的班別已作爲班本科目或跨班別科目，那麽

系統不容許用戶複製科目組別。 

4. 級別清單中只包含班別資料內班別清單中的級別。 

8.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9.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

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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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科目組別基本資料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編修科目組別名稱。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清單。 

3. 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選擇一個科目組別。 

4. 按基本資料標示。 

5. 修訂被選擇的科目組別的科目組別名稱。 

 
 

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增新科目組別科目 

功能說明 

「增新科目組別科目」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為科目組別增新一個新的科

目。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科目和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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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清單。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科目標示。 

4. 按科目標示頁面的[增新]按鈕為科目組別增新科目。 

 
 

5. 輸入科目組別科目詳細資料。 

a. 選擇科目和科目教學語言。 

b. 如果科目沒有正式課堂，則取消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否則，核取

「有教學節數」示標。 

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不可以在一個科目組別內增新重複科目。科目組別內的科目代碼不可重

複。 

2.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用戶就必須輸入每週節數。如果此科目沒有正

式的課堂，則不應核取此示標。 

3. 用戶不可以增新一個已作爲班本科目或跨班別科目而存在於相聯班別內的科

目。 

 

 
更新科目組別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編修科目組別科目的資料。 

 

先決條件 

有關代碼表（教學語言）必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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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科目標示。 

4. 按科目組別科目連結選擇一個科目。 

 
 

5. 修訂科目資料。 

如果科目沒有正式課堂，則取消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否則，核取 「有

教學節數」示標。 

6.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如果核取「有教學節數」示標，用戶必須輸入每週節數。如果該科目沒有正式的

課堂，則不應核取該示標。 

 

 
刪除科目組別科目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科目組別內的科目。 

 

先決條件 

科目組別科目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科目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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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取要刪除的科目組別科目旁邊的方塊。 

 
 

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編配班別到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將班別編配到所選擇的科目組別，亦可從組別剔

除已編配的班別。 

 

先決條件 

班別已設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清單。按科目組別代碼連結。 

3. 顯示三個標示，即：基本資料、科目和相聯班別。按相聯班別標示。 

4. 選取要相聯的級別的班別欄位旁邊的方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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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儲存]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科目組別會出現於相聯班別的[班別科目總表]內。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科目組別科目不能與同一個班別內的必修科目、選修科目和跨班別科目重

複。但是，編配給一個班別的不同科目組別的科目可以互相重複。 

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80 或 21N，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及 

iv. 學校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3.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系統會檢查以

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i. 學校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系統會顯示警告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計劃科目資料調查」。 

 

 

 
刪除科目組別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在計劃科目資料範圍內刪除科目組別。 

 

先決條件 

科目組別存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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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 

2. 根據預設，系統會顯示下學年的科目組別。核取科目組別代碼旁邊的方塊去選

擇一個或多個組別。 

 
 

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當刪除一個科目組別時，也會刪除其相聯班別的連結。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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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報告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基本資料 （R-SCH015-C） 

功能說明 

此報告依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列出班別資料。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 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報告]。 

2. 顯示報告目錄清單。按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基本資料 （R-SCH015-C）超連結

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3. 選取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語言組別。 

 
 

4.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5.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報告名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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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 -> 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 頁

寬[空白]頁高」。 

 

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科目 / 科目組別資料 （R-SCH016-C） 

功能說明 

報告按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與班別列出所選擇的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

科目、跨班別科目和科目組別科目的資料。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報告]。 

2. 顯示報告目錄清單。按計劃科目資料 - 班別科目 / 科目組別資料 

 （R-SCH016-C）超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3. 選取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與班別代碼。 

 
 

4.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5.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報告名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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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 -> 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 頁

寬[空白]頁高」。 

 

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資料 （R-SCH017-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按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列出科目組別的資料和每個科目組別的相聯班

別。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報告]。 

2. 顯示報告目錄清單。按計劃科目資料 – 科目組別資料（R-SCH017-C）超連結

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3. 選取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 

報告名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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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5.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 -> 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 頁

寬[空白]頁高」。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組別資料 （R-SCH018-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按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列出跨班別科目的資料和相聯於每個跨班別科目

組別的班別。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報告]。 

2. 顯示報告目錄清單。按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組別清單  

（R-SCH018-C） 超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182 頁 

 
 

3. 選取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和組別種類。 

 
 

4.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5.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 -> 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 頁

寬[空白]頁高」。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科目集)表 (R-SCH020-C) 

功能說明 

「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科目集)表」容許你按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

和科目集列印跨班別科目的資料。 

 

先決條件 

報告名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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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報告]。 

2. 顯示報告目錄清單。按計劃科目資料 - 跨班別科目(科目集)表 (R-SCH020-C）

超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3. 選取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和科目集。 

 
4.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5.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 -> 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 頁

寬[空白]頁高」。 

 
 

報告名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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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資料互換檔案 

功能說明 

「資料互換檔案」列出已經確定的最新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 

 

先決條件 

1. 已經在計劃科目資料工作區收集數據。 

2. 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已經確定。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計劃科目資料] → [資料互換檔案]。 

2. 顯示不同預覽格式的介面檔案清單。按[檔案類別]超連結選擇預覽格式。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原始檔格式可以檢視被確定的原本資料檔案。 

2. 報告格式可以用報告格式檢視資料。顯示在報告中的是說明而不是代碼。 

3. 表格格式可以用表格格式檢視資料。從代碼表中提取的資料會以代碼顯示而不

是以說明顯示在報告中。 

檔案類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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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策劃新學年 

 

功能說明 

這是學年過渡策劃功能。詳情請參閱學年過渡策劃用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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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補設舊學年 

 

功能說明 

「補設舊學年」可以建立一個舊學年。系統會從最近的學年複製一套學校基本資

料到新增的舊學年。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補設舊學年]。 

 
 

2. 輸入學年並爲舊學年設定全部學校級別與授課制。 

3. 按[增新]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系統會建立舊學年的學校管理資料。 

2. 系統會按預設值而設定校曆的基本資料。 

i. 學年開始日期預設爲所建立學年的 9 月 1日。 

ii. 學年完結日期預設爲所建立學年翌年的 8月 31 日。 

iii. 週六上課類別預設爲「長期短週」。 

iv. 循環制或星期制示標預設爲「星期制」。 

v. 不預設假期和事項顯示顔色的設定。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在增新舊學年時必須特別小心，因爲系統不會提供任何方法去刪除一個錯誤增

新的舊學年。如果錯誤增新了一個舊學年，用戶可以 

i. 不理會該錯誤的舊學年。 

ii. 要求學校的系統管理員利用磁帶將系統還原至最後的備份影像，但這表示將

會失去備份以後所輸入的資料，因此用戶必須重新輸入這些失去的資料。 

2. 可以增新除現有學校授課制以外的新學校授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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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將要建立的學年已經存在，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4. 如果試圖建立一個未來的學年，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5. 如果試圖建立一個早於 1900 年的舊學年，系統會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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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學校告示 

 
學校告示會在告示開始日期和完結日期期間內顯示在網上校管系統的首頁內。如

果用戶使用英文作爲系統語言，會顯示告示的英文說明。如果找不到英文說明，

系統會顯示中文告示說明。對於使用中文作爲系統語言的用戶，處理情況亦會相

同。 

 
2.11.1 編修學校告示 

 
檢視告示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檢視學校告示清單。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告示]。 

2. 顯示一個告示紀錄清單。按告示超連結檢視告示。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1. 告示會以相反的時序列出。 

2. 會列出全部告示，包括逾期的告示。這表示學校告示的開始或完結日期可早於

系統日期。 

3. 對於某些模組，系統會在下面的情況下自動建立告示: 

a. 財務管理及策劃模組的 一般設定: 教育局設定的代碼被更新 

告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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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學科測驗: 收到新來的資料檔案。 

c. 香港考評局程序: 收到有關考試成績的聯遞系統訊息。 

d. 代碼管理: 收到來自教育局的新代碼。 

 

 
增新告示 

功能說明 

「增新告示」可以增新學校告示。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告示]。 

2. 顯示一個告示紀錄清單。按[增新]按鈕增新一個新的紀錄。 

 
 

3. 輸入告示的詳細資料。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告示會在告示開始日期和完結日期期間內顯示在網上校管系統的首頁內。

如果用戶使用英文作爲系統語言，會顯示告示的英文說明。如果找不到英文說

明，系統會顯示中文告示說明。對於使用中文作爲系統語言的用戶，處理情況

亦會相同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必須輸入告示的英文或中文說明。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190 頁 

 
更新告示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更新學校告示。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告示]。 

2. 顯示一個告示紀錄清單。按告示超連結檢視告示。 

 
 

3. 更新詳細資料。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告示會在告示開始日期和完結日期期間內顯示在網上校管系統的首頁內。

如果用戶使用英文作爲系統語言，會顯示告示的英文說明。如果找不到英文說

明，系統會顯示中文告示說明。對於使用中文作爲系統語言的用戶，處理情況

亦會相同。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戶必須輸入告示的英文或中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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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告示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刪除學校告示。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告示]。 

2. 核取要刪除的紀錄的開始日期旁邊的方塊。 

 
 

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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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文件 

 
2.12.1 學校文件 

 

功能說明 

這個選項指向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 文件。 

 

先決條件 

 用戶須擁有學校管理 > 學校資料 > 文件的權限，否則“學校文件”不會在選項

欄中顯示。 

 其他先決條件請參考 2.1.5 文件。 

 

 使用步驟 

參考 2.1.5 文件。 

 

完成後影響 

參考 2.1.5 文件。 

 

備註 

參考 2.1.5 文件。 

 

 

 
2.12.2 學校文件目錄 

 
增新學校文件目錄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建立一般或保密學校文件目錄。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學校文件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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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增新]按鈕。 

3. 輸入名稱和其他資料。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系統會自動記錄用戶名稱及建立的日期與時間。 

備註 

1. 可以核取「保密」示標將目錄建立爲保密學校文件目錄。如果不核取該示標，

該目錄將被建立爲一般學校文件目錄。 

2. 文件目錄名稱不可重複。 

 

 
更新學校文件目錄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更新學校文件目錄的資料。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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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學校文件目錄] 。 

2. 修改名稱，備註和保密示標。 

 
 

3.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更新文件目錄資料。 

 

備註 

不適用 

 

 
刪除學校文件目錄 

功能說明 

用戶可刪除學校文件目錄。 

 

先決條件 

學校文件目錄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學校文件目錄]。 

2. 核取要刪除的文件目錄的方塊。 

目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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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文件目錄已被刪除。 

 

備註 

1. 系統不容許用戶刪除含有文件的學校文件目錄。如果用戶試圖刪除一個含有文

件的學校文件目錄，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並列出該學校文件目錄的名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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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班別文件目錄 

 
增新班別文件目錄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建立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班別文件目錄]。 

 
 

2. 選擇學年並按[增新]按鈕。 

3. 輸入名稱和其他資料。 

 
 

4.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系統會自動記錄用戶名稱及建立的日期與時間。 

備註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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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核取「保密」示標以將目錄建立爲一個保密的班別文件目錄。如果不核取

此示標，則該目錄將建立爲一般班別文件目錄。 

2. 文件目錄名稱不可重複。 

 

 
更新班別文件目錄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更新班別文件目錄的資料。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班別文件目錄]。 

2. 選擇學年，並修改名稱，備註和保密示標。 

 
 

3. 按[儲存]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已更新文件目錄資料。 

 

備註 

不同的學年中可以有不同的班別文件目錄。 

 

 
刪除班別文件目錄 

功能說明 

用戶可刪除班別文件目錄。 

 

目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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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班別文件目錄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班別文件目錄]。 

2. 選擇學年，並核取要移除的文件目錄的方塊。 

 
 

3.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文件目錄已被刪除。 

 

備註 

1. 不同的學年中可以有不同的班別文件目錄。 

2. 系統不容許用戶刪除含有文件的班別文件目錄。如果用戶試圖刪除一個含有文

件的班別文件目錄，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並列出該班別文件目錄的名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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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文件管理 

 
搜尋和下載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在一般或保密文件目錄中搜尋所有現存的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用戶亦

可以下載或刪除這些文件。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班別文件管理]。 

2.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選擇一般文件目錄或保密文件目

錄。 

3. 輸入搜尋條件並按[搜尋]按鈕。 

 
 

4. 顯示相符的文件清單。 

5. 用戶可以按文件連結下載文件。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2 

文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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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由於系統保安的原因，機密或受限制的文件應該放在「保密文件目錄」；而不

要求任何特別保安的文件應該放在「一般文件目錄」。 

 

 
刪除班別文件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從一般或保密班別文件目錄中刪除班別文件。 

 

先決條件 

班別文件已存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文件] → [班別文件管理]。 

2. 分別按一般文件目錄連結或保密文件目錄連結選擇一般文件類別或保密文件類

別。 

3. 輸入搜尋條件並按[搜尋]按鈕。 

 
 

4. 顯示相符的文件清單。核取要被刪除的文件左邊的方塊。 

5. 按[刪除]按鈕及確定此刪除作業。 

 

完成後影響 

文件將被刪除。 

 

備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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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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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報告 

 
2.13.1 搜尋報告範本 

功能說明 

用戶可以通過「報告」功能産生報告。在産生報告之前，必須選擇報告範本。此

部份將說明如何選擇用於打印的報告範本，而産生個別報告的詳細指引將會在個

別報告部份說明。 

 

先決條件 

1.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報告]。 

2. 選擇報告類別和報告語言。按[搜尋]按鈕。系統會以所選的語言列出所選報告

類別下的報告。 

3. 按報告名稱（編號）連結後 ，會顯示由系統提供與用戶編製的報告範本清

單。 

 

 
 

4. 按報告範本連結進入相應的報告的輸入參數版面。 

5. 按照個別報告部份的步驟輸入列印條件以産生報告。 

 

報告名稱（編號）連結 

報告範本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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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顯示所選報告的輸入參數版面，以供輸入列印條件。 

 

備註 

1. 學校管理模組下的報告被分爲 5 個報告類別： 

i. 校曆資料 

ii. 班別資料 

iii. 學校資料 

iv. 學校設施 

v. 科目組別 

2. 每個報告名稱（編號）都有由系統提供的範本。用戶可以從報告管理模組的範

本功能中下載範本。報告範本經使用 Crystal Reports 軟件修改後，用戶可將

已修改的報告範本作爲用戶編製的範本上載到網上校管系統伺服器內。 

 
2.13.2 學校管理委員會資料 （R-SCH001-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 「學校資料」 報告類別內，列出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學校管理委員會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

面。 

 
 

2. 選取學年和排序條件。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204 頁 

備註 

1. 顯示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的總數目。 

2. 顯示委員會成員的詳細資料，包括英文與中文姓名、性別、成員身份、代表組

別、職業、電話號碼、傳真號碼與電郵地址 

3.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 -> 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空白]頁高」。 

 
2.13.3 班級結構表 （R-SCH002-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學校資料」報告類別內，列出班級結構。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班級結構表」。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與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核准的班別數目和現有的班別數目，及每個學校級別與授課制的各級別的總和

會列印在報告中。此外，每個級別的班別名稱資料清單亦會列印在報告中。 

2.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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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4 學校設施資料 （R-SCH003-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學校設施」報告類別內，列出學校設施。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學校設施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與設施類別。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官立學校，由於校舍代碼、分校舍代碼和課室編號均為空白，因此不會顯示

在報告中。 

2. 顯示各個設施的最高容納班數。 

3.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5 課室編號表 （R-SCH004-C）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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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告歸納在「學校設施」報告類別內，列出課室編號。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課室編號表」。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官立學校，由於沒有課室編號，因此報告不會顯示任何資料。 

2. 報告會顯示每個課室編號的核准容額。 

3.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空白]頁高」。 

 
2.13.6 教職員編制資料 （R-SCH005-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學校資料」報告類別內，列出學校的教職員編制。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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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教職員編制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與學校級別。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一條龍學校，如果教職員編制以總數輸入，則只可以列印「全部」學校級別

的報告。如果教職員編制依學校級別輸入，則可以依學校級別列印報告。 

2. 報告會收集教職員編制資料並根據所選的學校級別與授課制顯示每個職級的教

職員實額。 

3. 報告同時顯示職級的縮寫和說明，以便參考。 

4. 分別顯示教職員編制和教職員實額的總數。 

5.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空白]頁高」。 

 
2.13.7 班別基本資料 （R-SCH006-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班別資料」報告類別內，按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列出班

別資料。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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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班別基本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語言組別。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顯示各個班別的詳細資料，包括班別代碼、班別、語言組別、班別類別、分科

組別、班主任名單、主要授課課室代碼和浮動班別示標。 

2.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

「調整成 1 頁寬 [空白]頁高」。 

 
2.13.8 班別學額資料 （R-SCH007-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班別資料」報告類別內，列出各班別的建議班別學生人數、學生

實額及剩餘學額。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班別學額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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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班別學額資料日期。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用戶必須輸入「班別學額資料日期」。如果該欄位爲空白，系統會以系統日期

作爲「班別學額資料日期」。 

2. 只有首次出席日期早於班別學額資料日期的學生會被計算。 

3.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9 班別科目 / 科目組別資料 （R-SCH008-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班別資料」報告類別內，列出所選擇的班別的必修科目、選修科

目、跨班別科目和科目組別科目。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班別科目/科目組別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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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與班別代碼。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顯示每個科目或科目分卷的教學語言、科目教師和每循環週或星期的教節。 

2. 為使跨班別科目組別和科目組別均可包括在報告中，該些組別必須有相聯班

別。  

3. 在報告中，如果跨班別科目組別屬於科目集，科目集將會顯示。 

4.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10 科目組別資料 （R-SCH009-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科目組別」報告類別內，按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列出科

目組別及每個科目組別的相聯班別。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科目組別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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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11 校曆表 （R-SCH010-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校曆資料」報告類別內，校曆以月份格式顯示。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校曆表」。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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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當用戶可以核取

「一頁的試算表格式」選擇方塊，該 Excel(新格式)可以供用戶更容易修改 

4. 核取左邊的方塊選擇要顯示的假期 / 事項。 

5.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可以選擇要列印在報告中的假期和/或事項。如果沒有選擇任何假期或事項，

會列印一個普通的校曆。 

2. 如果學校使用循環週的校曆，循環週日會列印在日子旁邊。 

3. 更改後的上課日次序會列印在日子旁邊. 

4. 長週會顯示為「L」. 

5. 報告會顯示事項或假期的開始日期、完結日期和說明。如果選擇中文版本的報

告但無中文說明，則顯示英文說明。 

6.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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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2 學校假期表 （R-SCH011-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校曆資料」報告類別內，列出假期和相應的開始與完結日期。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學校假期表」。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如果自行分配假期示標被設定為「上午」或「下午」，自行分配假期的時段會

被計算爲半天。 

2. 在中文版本的報告，如果無假期的中文名稱，會顯示假期的英文名稱。 

3.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分，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13 學校假期及校曆事項表 （R-SCH012-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校曆資料」報告類別內，按學校級別與授課制列出假期和事項及

其相應的開始和完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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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學校假期及校曆事項表」。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

面。 

 
 

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排序條件。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空白]頁高」。 

 
2.13.14 學期資料 （R-SCH013-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校曆資料」報告類別內，列出每個級別的學期開始與完結日期和

考績數目。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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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學期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級別。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資料按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分類，並依級別與學期數目排列次序。 

2.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寬：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15 跨班別科目組別資料 （R-SCH014-C） 

功能說明 

此報告歸納在「科目組別」報告類別內，按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和組別代碼列

出跨班別科目組別和每個組別的相聯班別。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跨班別科目組別資料」。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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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和組別種類。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顯示每個分組或科目分卷的教學語言、科目教師和每循環週或星期的教節。 

2.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頁

寬 [空白]頁高」。 

 
2.13.16 跨班別科目(科目集)表 (R-SCH021-C)  

功能說明 

「跨班別科目(科目集)表」容許你列印和預覽跨班別科目組別的科目集和關聯的班

別例表。 

 

先決條件 

必須在工作站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和微軟 Office才能檢視報告。 

 

 使用步驟 

1. 從報告選擇頁面選擇「實際上課日數報告」。按範本連結進入報告參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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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學校授課制、級別和科目集。 

3. 選擇報告格式爲 PDF / Word / RTF / Excel 的其中之一。 

4. 按[預覽及列印]按鈕産生報告。 

 

完成後影響 

報告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以供預覽或列印。 

 

備註 

1. 顯示每個分組或科目分卷的教學語言、科目教師和每循環週或星期的教節。 

2. 在 Excel格式中，若要將報告內容調整爲一頁： 

▪ 在瀏覽器中，選擇檔案->版面設定。 

▪ 在新開啓的「版面設定」視窗中，在「縮放比例」部份，選擇「調整成 1 頁

寬 [空白]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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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資料互換 

 
2.14.1 預備外發資料 

 
預備介面資料檔案 

功能說明 

「預備外發資料」可以預備一個介面資料檔案以傳送到教育局。學校管理模組中

有三種介面檔案：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計劃科目資料、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先決條件 

1. 預備 

 已經設定有關資料。 

2. 取消預備 

 已預備介面檔案。 

3. 確定 

 已預備介面檔案。 

 對於「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及「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參數檔案

必須已導入。預備日期和確定日期亦須於參數檔案所設定的預設期限內。 

4. 預覽 

 已預備介面檔案。 

5. 只有校長組別用戶才可預備、取消預備、確定及預覽「學校緊急聯絡資料」介

面檔案。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資料互換]。 

2. 按預備外發資料標示。 

3. 通過核取資料檔案旁邊的按鈕選擇一個資料檔案。 

 
 

4. 分別按[預備]，[取消預備]，[確定]或[預覽]按鈕來預備，取消預備，確定或

預覽所選的資料檔案。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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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只適用於中學級別學校)或中學計劃科目資料旁邊的

「已預備」超連結修改相應的介面檔案內的個別科目的組別數目。 

 

完成後影響 

1. 預備 

 檔案狀況更改爲「已預備」。三種類別的資料檔案已預備妥當，預覽類別欄

會有報告，表格和原始檔以供選擇。 

 對於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或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超連結會出現在檔

案狀況欄，容許你進入修改組別數目頁面。 

2. 取消預備 

 檔案狀況從「已預備」更改爲空白。資料檔案會被移除。 

 對於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或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刪除修改的組別數

目。 

3. 確定 

 檔案狀況變成空白，即將通過聯遞系統發送到 EDIS。 

 對於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資料檔案副本連同修改的組別數目(如適用)

會被保留在系統中。 

4. 預覽 

 用戶可以在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預覽介面檔案。 

 報告格式以 PDF格式呈現。 

 表格格式以 EXCEL 格式呈現。 

 原始檔的未經處理的資料格式以扁平檔案格式呈現。 

 

備註 

1. 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的介面檔案前必須指定學年。 

2. 在再次預備同一資料檔案之前，處於「預備」階段的介面檔案需要被「取消預

備」或「確定」。 

3. 每個被預備的介面檔案有三種格式類別，即原始檔、表格和報告格式。用戶可

以預覽這些格式。 

4. 預備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的處理方法:  

i. 僅適用於中學級別 

ii. 對於每一班級的科目資料： 

a. 介面檔案會以級別科目為基礎，有相同的教學語言和節數的相同科

目會被計算作一個「組別」。 

b. 有不同的教學語言和節數的相同科目會被視為不同的輸入。 

c. 調查中的科目是必修科目、選修科目、有編配班別的科目組別科目

和有編配班別的跨班別科目的「組別」數目的總和。 

d. 選擇教育局設定代碼（代碼類別在代碼管理中是「E」，代碼的開

始文字是 0 - 8）和有正式課堂（節數數目 > 0）的班本科目。 

e. 選擇教育局設定代碼（代碼類別在代碼管理中是「E」，代碼的開

始文字是 0 - 8）和有正式課堂（節數數目 > 0）的科目組別科目

和跨班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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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對於兩個或多個級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如果它們的跨班級別一

樣，其科目、教學語言及每週節數相同的科目資料將被合併，而它

的組別數目亦會總合計算。 

iii. 會刪除沒有科目的班別。 

iv. 在原始檔和表格中，跨班別科目編號是一個隨機號碼用作分別跨班別科

目，它們的節數會被平分到每個級別。如果沒有跨班別的安排，預設值為

0。 

v. 報告中將會被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會顯示只在一個級別出現的科目。第

二部份會顯示在兩個或多個級別出現的科目。 

vi. 檢查中學預備計劃科目 

- 不可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    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 

ii.   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 

- 不可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級別;  

iv.  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 及 

 - 不可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 

        v.    在 2022/23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 

5. 預備學校緊急聯絡資料介面檔案的處理方法: 

i. 檢查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 本學年所有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緊急聯絡資料必須輸入完成。 

- 每個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緊急聯絡人總數必須大過或等於 2。 

- 每個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學校緊急聯絡人的“優先次序”必須順序並

從 1 開始。 

ii. 如果通過以上的檢查，系統將會把本學年所有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緊

急聯絡資料預備進一個介面檔案中。 

6. 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介面檔案的處理方法: 

i. 如果學年過渡策劃仍未開始，只可以選擇現學年的紀錄。如果學年過渡策

劃已經開始，則可以選擇現學年的紀錄或下學年的紀錄。 

ii. 報告包含兩種格式 

a. 依班別列出班別和科目資料：適用於小學和中學學校級別。 

b. 依級別列出科目資料：只適用於中學學校級別。這些科目資料會再

被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會顯示只在一個級別出現的科目。第二部

份會顯示在兩個或多個級別出現的科目。 

iii. 預備調查時學校編修科目會轉換為教育局編修科目。而各轉換後的科目的

每週節數會按配對比例計算如下： 
班別 學校編修科目 教學語言 實際的每

週節數 

教育局編修科目

配對 

配對比

例 

S6A 911 電腦美術 英文 5 115 電腦 35% 

S6A 911 電腦美術 英文 5 110 普通電腦科 65% 

S6A 912 中國戲劇 中文(普通話) 7 350 普通話 100% 

 

▪ S6A 班的 115 電腦(由學校編修科目 911 電腦美術產生，教學語言 =英

文)的每週節數(按比例)為 5 *35% = 1.75。 

▪ S6A 班的 110 普通電腦科(由學校編修科目 911 電腦美術產生，教學語

言 =英文)的每週節數(按比例)為 5 *65%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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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A 班的 350 普通話(由學校編修科目 912 中國戲劇產生，教學語言 =

中文(普通話)的每週節數(按比例)為 7 *100% = 7。 

iv. 由教育局編修科目或學校編修科目所產生的紀錄會分開列出和計算。 

v. 對於每一班別： 

a. 在指定的學年內，如果級別不是在以下的級別，分科組別會被設爲 

「不適用」。 

學年 級別 

2008 或以前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或中七 

2009 中三、中五、中六或中七 

2010 中三、中六或中七 

2011 或之後 中三或中七 

b. 「男生數目」或「女生數目」應該大於零。 

c. 對於沒有男生的班別，「男生數目」被設定爲零。 

d. 對於沒有女生的班別，「女生數目」被設定爲零。 

vi. 對於每一班別的科目資料: 

a. 刪除每週節數是零的科目。 

b. 選擇教育局設定代碼（代碼類別在代碼管理中是「E」，代碼的開

始文字是 0 - 8）和有正式課堂（節數數目 > 0）的班本科目。 

c. 選擇教育局設定代碼（代碼類別在代碼管理中是「E」，代碼的開

始文字是 0 - 8）和有正式課堂（節數數目 > 0）的科目組別科目

和跨班別科目。對於有相同的科目代碼和教學語言的重複的科目組

別科目或跨班別科目分組，只選擇每週節數最多的紀錄。 

d. 合併（b）和（c）的搜尋結果。 

e. 選擇學校設定代碼（代碼類別在代碼管理中是「S」）和有正式課

堂（節數數目 > 0）的班本科目。 

f. 選擇學校設定代碼（代碼類別在代碼管理中是「S」）和有正式課

堂（節數數目 > 0）的科目組別科目和跨班別科目。對於有相同的

科目代碼和教學語言的重複的科目組別科目或跨班別科目分組，只

選擇每週節數最多的紀錄。 

g. 合併（e）和（f）的搜尋結果。 

h. 學校編修科目和相關的每週節數會按照學校管理模組的「科目配

對」功能中的科目配對和百分比計算。科目轉換以後，紀錄會以轉

換後的科目代碼和教學語言分組，再將分組內的每週節數加起的總

和作為該科目和教學語言的每週節數。 

例如: 

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假設配對適用於學校內所有班級和以下每一班

別的科目資料的例子中） 
學校編修科目  教育局編修科目配對 教育局編修科目百分比 

901 英文戲劇 165 英文 50% 

901 英文戲劇 397 語言訓練 50% 

902 學科英文 165 英文 100% 

903 英文演講 165 英文 100% 

909 英文聆聽 165 英文 100% 

 
班本科目: 902 學科英文 

教學語言=英文 

每週節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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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本科目: 903 英文演講 

教學語言=英文 

每週節數= 3 

相聯班別: S1A 

 
科目組別代碼: CS01 

科目: 901 英文戲劇 

教學語言=英文 

每週節數= 7 

397 語言訓練 

教學語言=英文 

每週節數= 3 

相聯班別: S1A 

 
科目組別代碼: CS02 

科目: 901 英文戲劇 

教學語言=英文 

每週節數= 5 

397 語言訓練 

教學語言=英文 

每週節數= 5 

相聯班別: S1A 

 
跨班別科目組

別 

GS9 科目: 909 英文聆聽 

相聯班別: S1A, S1B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GS91 英文 4 

GS92 英文 6 

 
▪ 中一 A 班英文（由學校編修科目 901 英文戲劇、902 學科英文、903

英文演講和 909 英文聆聽所產生，教學語言=英文） 的每週節數是

15.5 節，因為 902 學科英文和 903 英文演講的全部節數，分別為

3 節，加上 901 英文戲劇的 3.5 節（7*50%）（在相同的科目代碼

和教學語言的科目組別中，節數最多的組別是 CS01），再加上 909

英文聆聽的 6 節（6*100%）（在相同的科目代碼和教學語言的跨班

別科目分組中，節數最多的分組是 GS92）。 

▪ 中一 A 班 397 語言訓練（由學校編修科目 901 英文戲劇所產生，教學

語言=英文） 的每週節數是 3.5，因為 901 英文戲劇餘下的 50%轉

換為 397 語言訓練。 

▪ 中一 A 班另一個 397 語言訓練的每週節數是 5。由於 397 語言訓

練為教育局編修科目，不需轉換，只需在科目組別中選擇最多每

週節數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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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對於依級別列出的科目資料， 

a. 此格式會計算所有班本科目、已編配班別的科目組別科目(請詳閱"

計算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的方法)、已編配班別的跨班別科目(請

詳閱"計算只有一個級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和"計算兩

個或多個級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的方法)。 

b. 如果班本科目、已編配班別的科目組別科目和已編配班別的跨班別

科目是學校編修科目，就會利用其配對的教育局編修科目、按百分

比計算的每週節數和原本的教學語言作為計算數據。 

c. 除此以外，教育局編修科目和學校編修科目計算組別數目的方法相

同。 

 
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假設此配對適用於學校內所有級別和以下依級

別列出科目資料的例子中） 
學校編修科目 教育局編修科目 教育局編修科目百分比 

920 三維美術 025 美術 70% 

920 三維美術 315 物理 30% 

921 紙藝術 025 美術 100% 

935 日本文化 259 綜合人文 50% 

935 日本文化 025 美術 50% 

941 足球 41S 體育 100% 

942 網球 41S 體育 80% 

942 網球 310 體育 / 體育發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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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算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 

例如: 

科目組別代碼: AS09 

科目: 070 化學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3 

100 商業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2 

相聯班別: S3A 
S3B 

 

科目組別代碼: AS10 

科目: 070 化學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3 

315 物理 

教學語言 = 中文(粵語) 

每週節數 = 3 

相聯班別: S3C 
S3D 

 

科目組別代碼: AS11 

科目: 315 物理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3 

920 三維美術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10 

相聯班別: S3A 
S3B 

 

科目組別代碼: AS12 

科目: 315 物理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4 

相聯班別: S3E 

 

科目組別代碼: AS13 

科目: 921 紙藝術 

教學語言 = 英文 

每週節數 = 7 

相聯班別: S3E 

 

教育局編修科目： 

▪ 中三 070化學(教學語言 = 英文，每週節數 = 3) 的組別數目是兩組，

因為 AS09 和 AS10 的科目、教學語言和每週節數相同，還有 AS09 

和 AS10 已編配班別。 

▪ 中三 100商業(教學語言 = 英文，每週節數 = 2) 的組別數目是一組，

因為只有 AS09 的科目是商業、教學語言是英文和每週節數是二。 

▪ 中三 315物理會有三個紀錄。第一個紀錄中，中三 315 物理(教學

語言 = 英文，每週節數 = 3) 的組別數目是一組，因為科目組別 AS11

就算是相同科目，教學語言或每週節數不同，也會當成不同組別

處理。 

▪ 第二個紀錄中，中三 315物理(教學語言 = 英文，每週節數 = 4) 的組

別數目是一組，因為科目組別 AS12就算是相同科目，教學語言或

每週節數不同，也會當成不同組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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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紀錄中，中三 315物理(教學語言 = 中文(粵語)，每週節數 = 3) 

的組別數目也是一組(科目組別 AS10)。 
 

由學校編修科目轉換成的教育局編修科目： 

▪ 根據以上配對學校編修科目設定，學校編修科目 920 三維美術會

轉換成 025 美術（佔 70%的每週節數）和 315 物理（佔 20%的

每週節數）。而另一個學校編修科目 921 紙藝術會轉換成 025 美

術（佔 100%的每週節數）。因此會有以下兩個紀錄: 

▪ 中三 315 物理(教學語言 =英文，每週節數 = 3) 的組別數目是一組，

由學校編修科目 920 三維美術在科目組別 AS11 所產生，就算科

目、教學語言和按比例計算的每週節數相同，也會跟教育局編修

科目分開處理。 

▪ 中三 025 美術(教學語言 =英文，每週節數 = 7) 的組別數目是四組，

其中兩組由學校編修科目 920 三維美術和 921 紙藝術分別在科目

組別 AS11 和 AS13 所產生。兩組的教學語言和按比例計算的每週

節數都相同，還有 AS11 和 AS13 已編配班別。另外兩組是日本文

化日本文化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ES32 和 ES33（請詳閱"計算

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的方法）。 

 
e. 計算只有一個級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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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跨班別科目的組別編配給在同一級別內的班別，各跨班別科

目組別的分組將會一起計算。 

 

例如: 

跨班別科目

組別 

ES1 科目 259  綜合人文 

班別 S3A, S3B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ES11 英文 6 

ES12 英文 6 

ES13 中文(粵語) 6 

 

跨班別科目

組別 

ES2 科目 259  綜合人文 

班別 S3C, S3D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ES21 英文 6 

ES22 中文(粵語) 6 

ES23 中文(粵語) 3 

 

跨班別科目

組別 

ES3 科目 935 日本文化 

班別 S3C, S3D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ES31 英文 12 

ES32 英文 14 

ES33 英文 14 

教育局編修科目： 

▪ 中三 259綜合人文會有三個紀錄。第一個紀錄中，中三 259綜

合人文(教學語言 =中文(粵語)，每週節數 = 3) 的組別數目是一組，

因為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ES23 有相同科目和教學語言，但每週

節數不同，也會當成不同組別處理。 

▪ 第二個紀錄中，中三 259綜合人文(教學語言 =中文(粵語)，每週節

數 = 6) 的組別數目是兩組，因為 ES22 和 ES13 的教學語言和每

週節數同是中文(粵語)和六節。 

▪ 第三個紀錄中，中三 259綜合人文(教學語言 = 英文，每週節數 = 

6) 的組別數目是三組，因為 ES11、 ES12 和 ES21 的教學語言

和每週節數相同。 

 
由學校編修科目轉換成的教育局編修科目： 

▪ 根據以上配對學校編修科目設定，學校編修科目 935 日本文化

會轉換成 259 綜合人文和 025 美術，每週節數各佔一半(50%)。

因此會有以下四個紀錄: 

▪ 中三 259綜合人文(教學語言 =英文，每週節數 = 6) 的組別數目是

一組，由學校編修科目 935 日本文化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ES31 所產生。 

▪ 中三 259綜合人文(教學語言 =英文，每週節數 = 7) 的組別數目是

兩組，由學校編修科目 935 日本文化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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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32 和 ES33 所產生，因為在同一個已編配班別跨班別科目組

別 ES3 下，科目、教學語言和按比例計算的每週節數都相同。 

▪ 中三 025 美術(教學語言 =英文，每週節數 = 6) 的組別數目是一

組，由學校編修科目 935 日本文化在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 ES31

所產生。 

▪ 中三 025 美術(教學語言 =英文，每週節數 = 7) 的組別數目是四

組，其中兩組由學校編修科目 935 日本文化在跨班別科目組別

分組 ES32 和 ES33 所產生。另外兩組是科目組別 AS11 和

AS13(請詳閱"計算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的方法)。因為四組產

生科目(教育局編修科目)、教學語言和按比例計算後的每週節數

都相同。 

 

 
f. 計算兩個或多個級別的跨班別科目組別的組別數目 

 
如果跨班別科目組別所編配的班別在不同的中學級別，每個跨班別

科目組別會獨立計算。組別數目將只計算在同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

中其分組數目。 

 
如果多個跨班別科目組別的跨班級別一樣，其科目、教學語言及每

週節數相同的科目資料將被合併，而它們的組別數目亦會總合計

算。 



網上校管系統 

用戶手冊  版本 1.28 

 

 ©  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二零二二年。 第 228 頁 

 

例如: 

跨班別科目組

別 

PE1 科目 41S 體育 

班別 S2B, S3A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PE11 中文(粵語) 2 

PE12 中文(粵語) 2 

 

跨班別科目組

別 

PE2 科目 41S 體育 

班別 S2A, S3B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PE21 中文(粵語) 2 

PE22 中文(粵語) 2 

 

跨班別科目組

別 

PE3 科目 941 足球 

班別 S2B, S3A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PE31 中文(粵語) 2 

PE32 中文(粵語) 2 

 

跨班別科目組

別 

PE2 科目 942 網球 

班別 S2A, S3B 

分組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PE41 中文(粵語) 2.5 

PE42 中文(粵語) 2.5 

 

教育局編修科目： 

▪ 中二和中三 41S體育(教學語言 = 中文(粵語)，每週節數 = 2)會有兩

個紀錄和組別數目同是兩組。第一個紀錄，在一個跨班別科目

組別中，PE11 和 PE12 的體育課的教學語言和每週節數相同。 

▪ 第二個紀錄，在一個跨班別科目組別中，PE21 和 PE22 的體育

課的教學語言和每週節數相同。 

▪ PE1 和 PE2 的跨班級別相同(它們都只包含中二及中三的班

別)，所以其科目、教學語言及每週節數相同的科目資料將被合

併。 

資料合併前： 

級別 科目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組別收目 

S2, S3 41S 體育 中文(粵語) 2.00 2 

S2, S3 41S 體育 中文(粵語) 2.00 2 

 
資料合併後： 

級別 科目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組別收目 

S2, S3 41S 體育 中文(粵語) 2.00 4 

 
 

由學校編修科目轉換成的教育局編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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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配對學校編修科目設定，學校編修科目 941 足球會轉

換成 41S體育（佔 100%每週節數），而另一個學校編修科目

942 網球會轉換成 41S體育（佔 80%的每週節數）和 310體育/

體育發展（佔 20%的每週節數）。因此會有以下三個紀錄: 

▪ 中二和中三 41S體育(教學語言 = 中文(粵語)，每週節數 = 2)會有兩

個紀錄和組別數目同是兩組。第一個紀錄，由學校編修科目 941

足球在跨班別科目組別 PE3 中，2 個分組 PE31 和 PE32 有相

同教學語言和按比例計算的每週節數（2*100%）。 

▪ 第二個紀錄，由學校編修科目 942 網球在跨班別科目組別 PE4

中，2 個分組 PE41 和 PE42 有相同教學語言和按比例計算的每

週節數（2.5*80%）。 

▪ 中二和中三 310體育/體育發展（教學語言 = 中文(粵語)，每週節數 

= 0.5）的組別數目是兩組，因為由學校編修科目 942 網球在跨

班別科目組別 PE4 中，2個分組 PE41 和 PE42 有相同教學語

言和按比例計算的每週節數（2.5*20%）。 

▪ PE3 和 PE4 的跨班級別相同(它們都只包含中二及中三的班

別)，所以其科目、教學語言及每週節數相同的科目資料將被合

併。 

資料合併前： 

級別 科目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組別收目 

S2, S3 310 體育 中文(粵語) 0.50 2 

S2, S3 41S 體育 中文(粵語) 2.00 2 

S2, S3 41S 體育 中文(粵語) 2.00 2 

 
資料合併後： 

級別 科目 教學語言 每週節數 組別收目 

S2, S3 310 體育 中文(粵語) 0.50 2 

S2, S3 41S 體育 中文(粵語) 2.00 4 

 
 

 
7. 紀錄將根據代碼表進行核對： 

i. 學校事項類別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ii. 自行分配假期示標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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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校級別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iv. 學校授課制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v. 語言組別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vi. 級別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vii. 科目代碼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viii. 教學語言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ix. 班別種類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x. 分科組別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用中。 

8. 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介面檔案的紀錄將進行以下核對: 

i. 班別的班別類別必須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 

ii. 由以下學年開始，不容許非特殊課程類別的官立或資助小學選擇「活動教

學班」為班別類別。 

由學年開始  級別 

2009 小一 

2010 小二 

2011 小三 

2012 小四 

2013 小五 

2014 小六 

iii. 班別的級別必須與學校的課程類別相符。 

iv. 課室編號不可有中文字。 

v. 在官立學校，校舍、分校舍和課室編號均應該爲空白。 

vi. 在非官立學校，如果主要授課課室是「課室」，則校舍、分校舍和課室編

號必須輸入。否則校舍、分校舍和課室編號均應該爲空白。 

vii. 所有班別必須包含學生。 

viii. 選擇調查的學年中必須最少有一班。 

ix. 用於學校編修科目配對的教育局編修科目代碼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正在使

用中。 

x. 在選擇調查的學年，每科正在使用中的學校編修科目必須 100%與教育局

編修科目配對。 

xi. 對於非特殊學校，所有班別必須有正式的課堂。 

xii. 班別的學生人數不可超出學校輸入的課室最高限額。 

xiii.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

系統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不可以在 2021/22 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ii. 學校不可以在 2022/23 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

11S，22N，23N，24N 或 85N 

iii. 學校不可以在 2023/24 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

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不可以在 2016/17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不可以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不可以在 2018/19 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

碼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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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不可以在 2016/17 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不可以在 2017/18 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不可以在 2018/19 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

碼 21N 

系統會顯示錯誤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

調查。 

1. 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介面檔案的紀錄將進行以下警告: 

i. 科目沒有正式的課堂，因此不會發送給教育局。 

ii. 班中的學生人數多於 45 人。 

iii. 班別沒有正式的課堂(只適用於特殊學校)。 

iv. 課室被分派給多個班別。 

v. 學校編修科目的每一組別的節數超過參數檔案的預設數值。 

vi. 如果學校課程類別不是特殊，而高中年級科目被用於非高中年級 (小一至

小六，中一至中三)。 

2. 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只適用於中學級別)或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

後， 

i. 一旦按旁邊的「已預備」超連結，如果未有修改過任何組別數目，介面檔

案會根據學校管理模組內的資料重新預備。 

ii. 如果己修改過組別數目，介面檔案會根據修改的組別數目重新預備，未有

修改的組別會保留原有的數目。修改的組別數目保留直至取消預備或確定

介面檔案。 

3. 於確定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及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前，必須先導入

參數檔案。參數檔案分別有 2 種： 

i. 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參數檔案 

 

檔案

編號 

目的地 主題 類別 檔案名稱 參考編號 保留狀況 單位 

X(11) Host/SMAS X(5) X(3) X(12) Ssnnnn/xyz X(1)-
H/R/S 

X(6) 

NA SAMS SCIM DOC SCCSDPRM.DAT NA NA EDB 

 
 

檔案說明 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參數檔案 

 

欄位

號碼 

對齊

方法 

參數名稱 長度& 格

式 

必須(M)/ 

非必須(O) 

備註 

1. L 參數名稱 A 
(長度可變

動) 

M 可用參數: 

“Survey Start Date”; 
“Survey End Date”; 
“Student Enrolment Reference 
Date”. 
“Maximum No. of Period per 
group for school-defined 
subject” 

2. L 分隔字元 A1 M 必須是“=” 

3. L 參數數值 N8/N2 M 對於“Survey Star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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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End Date”, 
“Student Enrolment Reference 
Date”, 
日期格式為 DDMMYYYY. 

例子: 15092011; 

 
對於“Maximum No. of Period 

per group for school-defined 
subject”,  
0 < [Maximum No. of Period for 
school-defined subject] < 100 

 

ii. 中學計劃科目資料參數檔案 

 

檔案

編號 

目的地 主題 類別 檔案名稱 參考編號 保留狀況 單位 

X(11) Host/SMAS X(5) X(3) X(12) Ssnnnn/xyz X(1)-
H/R/S 

X(6) 

NA SAMS SCIM DOC SCPSIPRM.DAT NA NA EDB 

 

檔案說明 中學計劃科目資料參數檔案 

 

欄位

號碼 

對齊

方法 

參數名稱 長度& 格

式 

必須(M)/ 

非必須(O) 

備註 

1. L 參數名稱 A 
(長度可變

動) 

M 可用參數: 

“Survey Start Date”; 
“Survey End Date”. 
 

2. L 分隔字元 A1 M 必須是“=” 

3. L 參數數值 N8 M 日期格式為 DDMMYYYY 

例子: 15092011 

 

 
 

修改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介面檔案（只遇適用於中學級別） 

功能說明 

「預備外發資料」可以修改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介面檔案內的組別數目。 

 

先決條件 

1. 此功能只適用於中學級別。 

2. 已預備同時未確定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介面檔案。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資料互換]。 

2. 按預備外發資料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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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檔案後，按旁邊的「已預備」超連結。 

 

 
 

4. 輸入組別數目。 

5. 按 [儲存] 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然後回到預備外發資料頁面。 

 

完成後影響 

1. 介面檔案會根據修改的組別數目重新預備，未有修改的組別會保留原有的數

目。 

2. 你可以在預備外發資料頁面預覽新的介面檔案。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你只可以修改調查介面級別部份教育局編修科目的組別數目(只適用於中學級

別)。 

2. 由學校編修科目配對產生的紀錄不可修改，亦不會在此顯示。 

3. 每個有相同的教學語言和節數的科目都提供一個組別數目文字格作輸入。 

4. 對於兩個或多個級別出現的科目，只提供一個組別數目文字格。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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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 

功能說明 

「預備外發資料」可以修改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內的組別數目。 

 

先決條件 

已預備同時未確定中學計劃科目資料介面檔案。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資料互換]。 

2. 按預備外發資料標示。 

3. 預備中學計劃科目資料檔案後，按旁邊的「已預備」超連結。 

 
 

4. 輸入組別數目。 

5. 按 [儲存] 按鈕，儲存紀錄並確定該作業，然後回到預備外發資料頁面。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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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介面檔案會根據修改的組別數目重新預備，未有修改的組別會保留原有的數

目。 

2. 你可以在預備外發資料頁面預覽新的介面檔案。 

3.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你只容許修改組別數目。 

2. 每個有相同的教學語言和節數的科目都提供一個組別數目文字格作輸入。 

3. 對於兩個或多個級別出現的科目，只提供一個組別數目文字格。 

 

 

 
匯入表現評量工作表 

功能說明 

「預備外發資料」可以匯入表現評量工作表以傳送到教育局。 

 

先決條件 

已預備傳送到教育局的表現評量工作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資料互換]。 

2. 按預備外發資料標示。 

3. 輸入檔案路徑或按 [瀏覽] 按鈕，把表現評量工作表匯入系統。 

 
 

4. 按 [確定] 按鈕，把表現評量工作表匯入。 

 

完成後影響 

1. 增新傳送表現評量工作表的聯遞系統訊息，並預備傳送到教育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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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確定外發資料」顯示已確定的聯遞系統訊息的清單。 

 

備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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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已確定外發資料 

 

功能說明 

「已確定外發資料」顯示已確定的介面檔案的清單。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資料互換]。 

2. 按已確定外發資料標示檢視已確定外發資料的清單。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不適用 

 

 
2.14.3 處理已接收資料 

功能說明 

「處理已接收資料」顯示經聯遞系統接收的表現評量工作表及學校資料管理文件

清單。 

已確定外發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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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已接收資料必須先在聯遞系統解密，才何檢視檔案附件。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資料互換]。 

2. 按處理已接收資料標示檢視已接收資料的清單。 

 
 

3. 按訊息說明超連結檢視訊息詳細資料。 

 
 

4. 按[檢視] 按鈕下載或檢視檔案附件。 

 

完成後影響 

不適用 

 

備註 

只有表現評量及學校資料管理文件的訊息會被顯示。 

 

處理已接收資料 

檢視檔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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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表現評量 

功能說明 

「表現評量」容許用戶從系統中匯出表現評量的資料。 

1. 學生出席率   

 

先決條件 

已預備匯出表現評量的資料。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表現評量]。 

2. 選取學年、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選取匯出表現評量的資料。 

 

 
 

4. 按[匯出] 按鈕匯出表現評量的資料。 

5. 下載匯出的檔案附件(kpm.zip)。 

 

完成後影響 

匯出的表現評量資料會存於個別的檔案，並被壓縮成一個單一的壓縮檔案。 

 

備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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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修科目配對 

 
這是學校編修科目和教育局編修科目之間的配對，適用於全學校（包括所有級

別）或指定的級別。每一學校編修科目可以與一科或多於一科的教育局編修科目

配對，相反亦然。除此之外，用戶可以設定百分比，藉此反映學校編修科目和教

育局編修科目之間的相關程度。 

 
此配對組合以學校為基礎同時適用於任何學年。系統會檢視所有正在使用中的學

校編修科目代碼，以決定整個配對組合是否完成。 

 
 

2.16 學校編修科目配對 

 
增新學校編修科目配對 

 功能說明 

 
「增新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容許用戶增新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可與一科或多於一

科的教育局編修科目配對。 

 

先決條件 

 
1. 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學校級別、授課制、級別、學校編

修科目、教育局編修科目）。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配對]。 

2. 根據預設，會列出所有已配對的紀錄。按[增新]按鈕，另一項配對紀錄位將會

増加到清單最後。 

  
3. 輸入新學校編修科目配對的詳細資料。 

4.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所以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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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影響 

 
1. 此配對組合會在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時使用。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每一學校編修科目可以與一科或多於一科的教育局編修科目配對，相反亦然。 

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會

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錯誤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調

查。 

 
更新學校編修科目配對 

功能說明 

 
「更新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容許用戶在系統中更新學校編修科目和教育局編修科

目之間的配對組合。 

先決條件 

 
1. 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學校級別、授課制、級別、學校編

修科目、教育局編修科目）。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配對]。 

2. 根據預設，會列出所有已配對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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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需篩選清單，可先選擇學校級別、授課制、級別及學校編修科目，然後按

[搜尋]按鈕。 

4. 修訂教育局編修科目及科目配對百分比(%)。 

 
5.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所以紀錄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此配對組合會在預備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時使用。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每一學校編修科目可以與一科或多於一科的教育局編修科目配對，相反亦然。 

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錯誤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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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學校編修科目配對 

功能說明 

 
「刪除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容許用戶刪除在系統中刪除學校編修科目和教育局編

修科目之間的配對紀錄。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配對]。 

2. 根據預設，會列出所有已配對的紀錄。 

3. 如需篩選清單，可先選擇學校級別、授課制、級別及學校編修科目，然後按

[搜尋]按鈕。 

4. 剔選要刪除的配對紀錄。 

 
5.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該作業。 

 

完成後影響 

 
1.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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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學校編修科目配對 

功能說明 

 
「核對學校編修科目配對」容許用戶檢視所有正在使用中的學校編修科目代碼，

以決定整個配對組合是否完成。核對完成後，缺漏報告會顯示詳細檢視結果。  

先決條件 

 
不適用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科目配對]。 

2. 根據預設，會列出所有已配對的紀錄。 

3. 按[開始核對]按鈕開始檢查。 

  
 

完成後影響 

 
1. PDF 格式的缺漏報告報告會顯示於一個新開啓的視窗中。 

 

備註 

 
1. 正在使用中的學校編修科目代碼的紀錄會進行以下核對： 

i. 在現學年或來年學校編修科目，必須 100%與一個或多個的教育局編修

科目配對； 

ii. 用於學校編修科目配對的教育局編修科目代碼必須存在於代碼表並已設

定為「使用中」。 

2. 如果學校使用了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85N，280 或 21N，系統

會檢查以下情況： 

    科目代碼 265，11S，22N，23N，24N 或 85N: 

i. 學校在 2021/22學年的小一至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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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校在 2022/23學年的小一至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22N，

23N，24N或 85N 

iii. 學校在 2023/24學年或以後的小一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65，11S，

22N，23N，24N或 85N 

科目代碼 280: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以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80 

科目代碼 21N: 

i. 學校在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 學校在 2017/18學年的中四及/或中五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iii. 學校在 2018/19學年或之後的中四至中六級別使用科目代碼 21N 

系統會顯示錯誤信息，通知學校將無法遞交「班別及科目資料調查」等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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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此功能讓用戶編修學校緊急聯絡資料。完成編修的學校緊急聯絡資料可經學校管

理模組的資料互換功能提交到教育局。 

 
 
瀏覽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功能說明 

 
「瀏覽學校緊急聯絡資料」讓用戶瀏覽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2. 職位代碼“校長”和“校長(署任)”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而非校長的職位

代碼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3. 只有“SCHOOL HEAD”用戶組的用戶才可使用此功能。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2. 如果用戶已儲存學校緊急聯絡資料，系統會顯示用戶所儲存的資料。否則，系統會

顯示藉從學校管理模組檢索提供下列欄位的預設資料： 

- 學校緊急電話號碼 

- 學校緊急傳真號碼 

- 學校緊急電郵地址 

3.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和已選擇的“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的聯絡人會顯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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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管“優先次序”是甚麼，用作輸入校長或校長(署任)資料的第一條記錄的次序不

能改變。其他記錄的次序按“優先次序”排列。 

2. 對於從學校管理模組複製的電話/傳真號碼，非數字和空格將會被刪去。若經過

刪去後的號碼不是 8 位數字，該號碼將不會被複製。 

 
 
增新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功能說明 

 
「增新學校緊急聯絡資料」讓用戶增新學校緊急聯絡和聯絡人資料。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2. 職位代碼“校長”和“校長(署任)”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而非校長的職位

代碼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3. 只有“SCHOOL HEAD”用戶組的用戶才可使用此功能。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2. 選擇“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輸入“學校緊急電話號碼”和“學校緊急傳真號碼”。 

4. 按“學校緊急電郵地址”旁的[修改]按鈕。 

5. 一個視窗會彈出 

6. 輸入“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 

 
 

7. 按[確定]按鈕 

8. 輸入“校長”或“校長(署任)”的緊急聯絡資料。要查找教職員的聯絡資料，請參考“查找

緊急聯絡人資料”章節。 

9. 按“緊急電郵地址”旁的[修改]按鈕。 

10. 一個視窗會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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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輸入“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 

 
 

12. 按[確定]按鈕 

13. 按「增新」按鈕加一條空白的記錄在緊急聯絡人列表之下。 

14. 輸入“一般教職員”的緊急聯絡人資料 

-若用戶選擇了“Not Applicable”或“Other Duty”作“職位（英）”，“職位描述（英）”和

“職位描述（中）”欄位會讓用戶輸入自訂的職位描述。 

-要查找教職員的聯絡資料，請參考“查找緊急聯絡人資料”章節。 

15. 按“緊急電郵地址”旁的[修改]按鈕。 

16. 一個視窗會彈出 

17. 輸入“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 

 
 

18. 按[確定]按鈕 

19.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紀錄。 

- 如果非校長緊急聯絡人有未填寫的欄位，一個信息會彈出告知用戶選擇要刪除該聯

絡人；或要修改該聯絡人資料。 

 a. 若用戶按[確定]按鈕，一個信息會彈出再作確認。若用戶再按[確定]按鈕，

  該緊急聯絡人將會被刪除，而其他聯絡人資料經再排列優先次序後將會被儲

  存。 

 b. 若用戶按[取消]按鈕，他將返回原來頁面去修改資料。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緊急聯絡和聯絡人資料會儲存。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於此功能編修的資料會用作預備學校緊急聯絡資料的數據檔案提交給教育局。 

2. 用戶可以最多輸入 3 個學校緊急聯絡人。用戶必須輸入最少一個“校長”或“校長

(署任)”和一個“一般教職員”作緊急聯絡人。 

3. “優先次序”不能重覆。優先次序必須是由 1 開始和連續。 

4. 除了“教職員代碼”，其他欄位不可空白。 

5. “教職員代碼”不能重覆。 

6. “教職員(英)”和“職位(英)”必須輸入英文。 

7. “教職員(中)”和“職位(中)”必須輸入中文。 

8. “學校緊急電話號碼”、“學校緊急傳真號碼”、“住宅電話號碼”和“緊急手機號碼”必

須是 8 個數字。 

9. “學校緊急電郵地址”和“緊急電郵地址”必須是電郵地址格式。 

10. “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必須相同。 

11. 於用作修改緊急電郵地址的彈出視窗，只有原本的學校/聯絡人緊急電郵地址是

空白，電郵地址才會從學校管理/教職員資料模組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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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功能說明 

 
「更新學校緊急聯絡資料」讓你修改學校緊急聯絡和聯絡人資料。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2. 職位代碼“校長”和“校長(署任)”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而非校長的職位

代碼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3. 只有“SCHOOL HEAD”用戶組的用戶才可使用此功能。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2. 選擇“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修改“學校緊急電話號碼”和“學校緊急傳真號碼” 

4. 按“學校緊急電郵地址”旁的[修改]按鈕。 

5. 一個視窗會彈出 

6. 輸入“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 

 
 

7. 按[確定]按鈕 

8. 修改“校長”或“校長(署任)”的緊急聯絡資料。要查找教職員的聯絡資料，請參考“查找

緊急聯絡人資料”章節。 

9. 按“緊急電郵地址”旁的[修改]按鈕。 

10. 一個視窗會彈出 

11. 輸入“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 

 
 

12. 按[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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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修改“一般教職員”的緊急聯絡人資料 

-若用戶選擇了“Not Applicable”或“Other Duty”作“職位（英）”，“職位描述（英）”和” 

職位描述（中）”欄位會顯示讓用戶輸入自訂的職位描述。 

-要查找教職員的聯絡資料，請參考“查找緊急聯絡人資料”章節。 

14. 按“緊急電郵地址”旁的[修改]按鈕。 

15. 一個視窗會彈出 

16. 輸入“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 

 
 

17. 按[確定]按鈕 

18.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紀錄。 

- 如果非校長緊急聯絡人有未填寫的欄位，一個信息會彈出告知用戶選擇要刪除該聯

絡人；或要修改該聯絡人資料。 

 a. 若用戶按[確定]按鈕，一個信息會彈出再作確認。若用戶再按[確定]按鈕，

  該緊急聯絡人將會被刪除，而其他聯絡人資料經再排列優先次序後將會被儲

  存。 

 b. 若用戶按[取消]按鈕，他將返回原來頁面去修改資料。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緊急聯絡和聯絡人資料會儲存。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於此功能編修的資料會用作預備學校緊急聯絡資料的數據檔案提交給教育局。 

2. “優先次序”不能重覆。優先次序必須是由 1 開始和連續。 

3. 除了“教職員代碼”，其他欄位不可空白。 

4. ”教職員代碼”不能重覆。 

5. “教職員(英)”和“職位(英)”必須輸入英文。 

6. “教職員(中)”和“職位(中)”必須輸入中文。 

7. “學校緊急電話號碼”、“學校緊急傳真號碼”、“住宅電話號碼”和“緊急手機號碼”必

須是 8 個數字。 

8. “學校緊急電郵地址”和“緊急電郵地址”必須是電郵地址格式。 

9. “緊急電郵地址”和“確認緊急電郵地址”必須相同。 

10. 於用作修改緊急電郵地址的彈出視窗，只有原本的學校/聯絡人緊急電郵地址是

空白，電郵地址才會從學校管理/教職員資料模組複製。 

 
 
查找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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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讓用戶查找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2. 職位代碼“校長”和“校長(署任)”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而非校長的職位

代碼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3. 只有“SCHOOL HEAD”用戶組的用戶才可使用此功能。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2. 點擊“校長”或“校長(署任)”的“優先次序”旁的搜尋圖示 

 
3. 一個視窗會彈出 

4. 輸入搜尋條件搜尋在職而沒有設定職位的教職員、“校長”或“校長(署任)” 

 
 

5. 按[搜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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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教職員代碼”旁的單選按鈕，然後按[選擇]按鈕 

7. 彈出視窗會關閉，並且那位教職員的相關資料將會複製到緊急聯絡人的相對欄位作

預設資料。 

- 除了“教職員代碼”和“教職員(英)”，用戶可以修改那些預設資料。 

8. 點擊“一般教職員”的“優先次序”旁的搜尋圖示。 

9. 一個視窗會彈出。 

10. 輸入搜尋條件搜尋在職而沒有設定職位的教職員、非校長和非校長(署任) 的教職員 

 
 

11. 按[搜尋]按鈕 

12. 按“教職員代碼”旁的單選按鈕，然後按[選擇]按鈕 

13. 彈出視窗會關閉，並且那位教職員的相關資料將會複製到緊急聯絡人的相對欄位作

預設資料。 

- 除了“教職員代碼”和“教職員(英)”，用戶可以修改那些預設資料。 

14.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紀錄。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會被查找和儲存。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教職員職位的完結日期是空白或遲於當天日期才會顯示在搜尋結果讓用戶選

擇。 

2. 對於從教職員資料模組複製的住宅/手機電話號碼，非數字和空格將會被刪去。

若經過刪去後的號碼不是 8 位數字，該號碼將不會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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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 

 功能說明 

 
「重設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讓用戶重設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 

 

先決條件 

 
1. “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2. 職位代碼“校長”和“校長(署任)”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而非校長的職位

代碼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3. 只有“SCHOOL HEAD”用戶組的用戶才可使用此功能。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緊急聯絡資料]。 

2. 點選“優先次序”旁的取核取方塊，選取一個或以上的聯絡人記錄。 

 
 
3. 按[重設]按鈕去清除所選取記錄的資料。 

4. 重新輸入所有欄位。 

5.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紀錄。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會被重設和儲存。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刪除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 

功能說明 

 
「刪除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讓用戶刪除學校緊急聯絡人記錄。 

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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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2. 職位代碼“校長”和“校長(署任)”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而非校長的職位

代碼必須先在代碼管理模組中設定有關代碼表為有效。 

3. 只有“SCHOOL HEAD”用戶組的用戶才可使用此功能。 

 

 使用步驟 

 

1. 在左邊選項上按[學校管理] → [學校緊急聯絡人]。 

2. 選擇“學校級別”和“學校授課制” 

 
 
3. 點選學校緊急聯絡人記錄的取核取方塊，選取一個或以上的聯絡人記錄。 

4. 按[刪除]按鈕並確定該作業以刪除己選擇的紀錄。 

5. 按[儲存]按鈕儲存頁面上的紀錄。 

 

完成後影響 

 
1. 學校緊急聯絡人記錄會被刪除。 

2.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 

 

備註 

 
1. 用作輸入校長或校長(署任)資料的第一條記錄不能刪除。 

2. 按[刪除]按鈕只會從頁面上移除緊急聯絡人記錄，用戶必須按[儲存]按鈕去儲存

所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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