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網上校管系統「應用學習模組」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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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下載 常見問題下載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網上校管系統「應用學習模組」簡介會

學校報名及學生入讀程序簡介

二零二三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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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 學校通訊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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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sch-it-systems/smm/index.html

「學校通訊模組」求助台

中學及小學 : 3464 0550

電郵 : smmhelpdesk@edb.gov.hk

mailto:smmhelpdesk@edb.gov.hk


網上校管系統

應用學習模組
Applied Learning (ApL) Module

處理應用學習及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
學生適用)課程申請及報讀

教育局

系統及資訊管理組

二零二三年三月八日



參考資料

網上校管系統資料庫

WebSAMS Central Document Repository 

http://cdr.websams.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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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r.websams.edb.gov.hk/


應用學習模組功能

1. 於中五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兩年)

2. 於中四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兩年)

3. 於中四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三年)

4. 於中四級開辦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讓學校處理於中四級及中五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及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的報名程序

P.6



內容概覽

1. 重要日期 2. 接收或外發資料檔案

3. 事前準備 4. 流程概覽

5. 報名流程 6. 常見問題及答案

7. 查詢及支援 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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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日期



1. 應用學習模組 - 重要日期

備註：請學校確定學生退修後盡快遞交學生退修(模式一及模式二)
P.9

年度 項目

2024-26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
學生適用）課程

• 遞交學生報名及其優先次序(模式一)

• 遞交學校報名(模式二)

• 學校遞交班別資料及學生報名(模式二)

2024-26 應用學習課程(中四級) • 遞交學生報名及其優先次序(模式一)

• 遞交學校報名(模式二)

• 學校遞交班別資料及學生報名(模式二)

2024-26 應用學習課程(中五級) • 遞交學生報名及其優先次序(模式一)

• 遞交學校報名(模式二)

• 學校遞交班別資料及學生報名(模式二)



1. 應用學習模組 - 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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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功匯入「應用學習
參數檔案」後，已更新
的報名限期會詳列於備
註位置，以供用戶參考



2. 接收或外發資料檔案



2. 接收或外發資料檔案

 高效資訊傳遞系統(FITS)/聯遞系統(CDS) –

學校與教育局互傳訊息的電子通道

學校

應用學習模組

聯遞系統模組

WebSAMS

匯入資
料檔案

確定資
料檔案

教育局

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傳遞數據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沒有
編配使用聯遞系統的權限，有關工作需由貴校的
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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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收資料檔案

 聯遞系統>接收訊息: 解密相關資料檔案

(例子:「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接收

學校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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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匯入已解密的相關資料檔案
(例子: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接收

學校個案分享

2. 接收資料檔案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預備相關資料檔案

(例子: 「聯絡資料」)

外發2. 外發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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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確定相關資料檔案

(例子:「聯絡資料」)

已確定資料檔案。請於
「聯遞系統」>「寄發
訊息」發送有關資料檔

案至教育局。

外發2. 外發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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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加密相關資料檔案後，
經聯遞系統傳送到教育局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
並沒有編配使用聯遞系統的權限，有關工
作需由貴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外發

學校個案分享

2. 外發資料檔案



3. 事前準備



3. 事前準備

A. 編配用戶的存取權限

B. 輸入學生的聯絡電話

C. 剔取「非華語學生示標」

備註: 報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適用

D. 處理尚未提交或匯入的檔案
聯遞系統

學生資料模組

系統保安模組

應用學習模組

學生資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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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前準備

 A. 編配用戶的存取權限

系統保安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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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前準備

 A. 編配用戶的存取權限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沒有
編修系統保安模組資料的權限，有關工作需由貴
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系統保安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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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前準備

 B. 輸入學生的住宅電話號碼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沒有
編修學生資料模組資料的權限，有關工作需由貴
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學生資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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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前準備

 C. 剔取「非華語學生示標」

學生資料 > 學生概況 > 個人資料:

於「家庭常用語言」選取非「華語」的選項，如「尼泊爾語」
，系統已會自動剔取「非華語學生示標」，再按「儲存」便可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
沒有編修學生資料模組資料的權限，有關工
作需由貴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學校個案分享

學生資料模組

備註: 報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適用



3. 事前準備

 D. 處理尚未提交或匯入的檔案

請檢查以下三個版面的資料:

1)   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處理已接收資料

聯遞系統

應用學習模組

已解密訊息 資料已匯入模組

檢查有沒有其他還未匯入的資料

(最新的「應用學習參數檔案」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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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前準備

 D. 處理尚未提交或匯入的檔案

請檢查以下三個版面的資料:

2)   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預備外發資料

聯遞系統

應用學習模組

檢查是否有其他仍未預備 / 仍未寄發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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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

3. 事前準備

 D. 處理尚未提交或匯入的檔案

請檢查以下三個版面的資料:

3)   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已確定外發資料

聯遞系統

應用學習模組

檢查有沒有其他還未寄發 的資料

可輸出 處理中 已輸出 已接收

 
學校個案分享



4. 流程概覽



4. 流程概覽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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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模式一
(課堂主要安排於星期六在課程提供機構的場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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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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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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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載有控制每個年度的資料

•應用學習課程提供機構

•應用學習課程

•遞交模式一學生報名及優先次序的限期

•遞交模式二學校報名的限期

•遞交學生退修的限期

•報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級別

•非應用學習選修科目數目上限

•不能同時選修的科目組合

•學生報讀課程數目上限另載於新的「限額參數」內 (自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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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解密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聯遞系統>接收訊息: 解密「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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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匯入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匯入已解密的「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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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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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聯絡資料(模式一及模式二)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聯絡資料: 輸入及儲存聯絡資料
 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預備外發資料: 預備和確定「聯絡資料」
 聯遞系統 > 寄發訊息 : 發送「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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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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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一: 依課程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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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一: 依課程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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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二: 整批處理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整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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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二: 整批處理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整批處理



5. 報名流程 - 入讀學生摘要(模式一及模式二)

 檢視及修改學生報名資料: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入讀學生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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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用戶可修改優先次序

遞交學生報名(模式一)的限期前

• 用戶不能增新學生報名(模式一)

• 用戶不能修改優先次序

遞交學生報名(模式一)的限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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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申請資料(模式一及模式二)

 必須輸入學生在未來學年的選修科目數目(不包括應用學習)

 預備「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資料檔案時，多元學習津貼
(應用學習)申請資料亦一併提交

備註: 

- 報讀應用學習適用
- 報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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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預備「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細閱並同意聲明內容
 確定「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發送「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學校個案分享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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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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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甄選結果(模式一)及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聯遞系統>接收訊息:

解密「上課時間表(模式一)」及「甄選結果(模式一)」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匯入「上課時間表(模式一)」及「甄選結果(模式一)」

學校個案分享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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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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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 入讀確定(模式一)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甄選結果(模式一)或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入讀學生摘要:

確定已獲取錄學生的入讀狀況並儲存

 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預備和確定「入讀確定(模式一) 」

 聯遞系統 > 寄發訊息: 發送「入讀確定(模式一) 」

學校個案分享

注意: 甄選結果的資料檔案是經由聯遞系統接收的，請先在聯遞系
統解密，再到應用學習模組匯入，甄選結果才會顯示更新結果。



模式二
(課堂主要於開辦課程的學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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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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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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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P.73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載有控制每個年度的資料

•應用學習課程提供機構

•應用學習課程

•遞交模式一學生報名及優先次序的限期

•遞交模式二學校報名的限期

•遞交學生退修的限期

•報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級別

•非應用學習選修科目數目上限

•不能同時選修的科目組合

•學生報讀課程數目上限另載於新的「限額參數」內 (自動匯入)



5. 報名流程 - 解密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聯遞系統>接收訊息: 解密「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P.74



5. 報名流程 - 匯入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匯入已解密的「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P.75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P.76

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聯絡資料(模式一及模式二)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聯絡資料: 輸入及儲存聯絡資料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 預備和確定「聯絡資料」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 發送「聯絡資料」

P.77
學校個案分享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P.80

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學校報名(模式二)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校報名 (模式二) :儲存已修改的
學校報名資料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 預備和確定「學校報名(模式二)」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發送「學校報名(模式二)」

P.81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P.82

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一: 依課程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依課程

P.83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一: 依課程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依課程

P.84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二: 整批處理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整批處理

P.85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學生報名方法二: 整批處理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 整批處理

P.86
學校個案分享



5. 報名流程 - 入讀學生摘要(模式一及模式二)

 檢視及修改學生報名資料: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入讀學生摘要

P.89



5. 報名流程 - 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申請資料

 必須輸入學生在未來學年的選修科目數目(不包括應用學習)

 預備「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資料檔案時，多元學習津貼
(應用學習)申請資料亦一併提交

備註: 

- 報讀應用學習適用
- 報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不適用

P.90



5. 報名流程 -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預備「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細閱並同意聲明內容
 確定「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發送「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

P.91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P.93

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班別編號(模式二)

 用戶提交學校報名(模式二)後，須先把教育局發放的
「應用學習班別編號(模式二)」資料檔案匯入，方可
編修相關的課程費用減免資料及上課時間表

 聯遞系統>接收訊息: 解密「應用學習班別編號(模式二) 」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匯入「應用學習班別編號(模式二)」

P.94



5. 報名流程

 申請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教育局 學校

聯絡資料

學生報名(模式一及二)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甄選結果(模式一)

入讀確定(模式一)

學生離校

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班別編號(模式二)

班別資料(模式二)

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P.95

多元學習津貼申請資料



5. 報名流程 - 班別資料(模式二)

 應用學習 >  應用學習報名 >  班別資料 (模式二) :   

編修和儲存相關的課程費用減免資料及上課時間表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預備和確定「班別資料(模式二) 」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發送「班別資料(模式二) 」

P.96



6. 常見問題及答案



6. 常見問題及答案

一. 處理學生退修

二. 更新學生資料

三. 處理學生離校

四. 處理學生到校

P.98



6. 常見問題(一) - 處理學生退修

P.99



6. 常見問題(一) - 處理學生退修

 應用學習>應用學習報名>退修或應用學習>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
生適用)報名>退修:完成輸入所有資料並儲存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預備和確定「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發送「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P.100



6. 常見問題(一) - 處理學生退修

 請檢查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處理已接收資料是否
已經成功順序匯入所需的資料檔案

1. 聯遞系統 > 接收訊息

2. 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處理已接收資料

P.101



6. 常見問題(二) - 更新學生資料

 學生資料>學生概況: 例如更新學生姓名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沒有
編修學生資料模組資料的權限，有關工作需由貴
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P.102



6. 常見問題(二) - 更新學生資料

 學生資料>資料互換: 預備和確定「表格D」或「表格Ds」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發送「表格D」或「表格Ds」

備註：已更新的學生個人資料將被傳送至教育局
P.103



6. 常見問題(二) - 更新學生資料

 學生資料>學生概況>地址: 更新學生電話號碼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沒有
編修學生資料模組資料的權限，有關工作需由貴
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P.104



6. 常見問題(二) - 更新學生資料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預備和確定「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 發送「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P.105



6. 常見問題(二) - 更新學生資料

 完成學年過渡後，用戶須提交「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至教育局

P.106



6. 常見問題(二) - 更新學生資料

 當過渡到新學年，系統會清理應用學習資料和
保留最多四個學年的應用學習記錄 (包括新學年
的報名學年)。

 例如，現學年是2023，記錄在2020-22年度或之
前會被刪除。

P.107



6. 常見問題(三) - 處理學生離校

 學生資料>學生概況>在學資料: 修改在學資料

注意：如用戶的身份為應用學習管理員，並沒有
編修學生資料模組資料的權限，有關工作需由貴
校的系統管理員或有關人士辦理

P.108



6. 常見問題(三) - 處理學生離校

 學生資料>學生概況>在學資料: 

注意：如用戶辦理學生離校時，而該學生有修讀應用學
習課程，系統會有提示，如用戶並沒有編修應用學習模
組的權限，應提醒貴校的應用學習管理員辦理有關工作 P.109



6. 常見問題(三) - 處理學生離校

 應用學習>學生離校:

 輸入學生意願及學生去向

 列印離校報告表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預備和確定「學生離校」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發送「學生離校」

模式一

P.110



6. 常見問題(三) - 處理學生離校

 應用學習>學生離校:

 輸入學生意願及學生去向

 列印離校報告表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預備和確定「學生離校」

 聯遞系統>寄發訊息:發送「學生離校」

模式二

P.111



6. 常見問題(四) - 處理學生到校

 聯遞系統>接收訊息: 解密「學生到校」

 應用學習>資料互換: 匯入已解密的「學生到校」

P.112



7. 查詢及支援



7. 查詢及支援

應用學習課程查詢

 應用學習組

︰3698 3186

︰aplinfo@edb.gov.hk

技術支援查詢

 系統及資訊管理組

網上校管系統學校聯絡主任

 網上校管系統求助台

︰2166 1150

︰websams_support@ges.com.hk

網上校管系統資料庫 (WebSAMS CDR) 

http://cdr.websams.edb.gov.hk

P.114

https://cdr.websams.edb.gov.hk/Files/Contact/WebSAMS%20School%20Liaison%20Officer%20list.xls
http://cdr.websams.edb.gov.hk/
http://cdr.websams.edb.gov.hk/


8. 參考資料



8. 參考資料 - 報告
WebSAMS

P.116



8. 參考資料 - 線上說明
WebSAMS

P.117



P.118

8. 參考資料 - 用戶手冊
WebSAMS CDR:

http://cdr.websams.edb.gov.hk

http://cdr.websams.edb.gov.hk/


8. 參考資料 - 使用指南
WebSAMS CDR:

http://cdr.websams.edb.gov.hk

P.119

http://cdr.websams.edb.gov.hk/


8. 參考資料 - 接收資料一覽表

匯入資料檔案名稱 完成後影響

應用學習參數檔案 用戶可處理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
用)課程報名

上課時間表(模式一) 系統儲存模式一的上課時間資料

甄選結果(模式一) 用戶可處理已獲取錄學生的入讀狀況

班別編號(模式二) 用戶可編修模式二相關的課程費用減免資料及/或上課時
間表

學生到校 (如有) 系統儲存新到校學生的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中文(非
華語學生適用)課程入讀紀錄

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課程

P.120

其他接收文件(PDF)一覽表

學生甄選安排詳情(模式一)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的學生津貼

上課資料及開課安排(模式一) 學生出席報告

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 學生進度報告



8. 參考資料 - 外發資料一覽表

工作說明 預備和確定資料檔案

增新/修改老師的聯絡資料 聯絡資料 (模式一及模式二)

增新/退修學生報名(模式一及模式二)
更新學生報名(模式一)的優先次序

學生報名 (模式一及模式二)

確定已獲取錄學生的入讀狀況 入讀確定 (模式一)

增新/取消學校報名(模式二) 學校報名 (模式二)

增新/修改班別資料(模式二) 班別資料 (模式二)

更新學生在未來學年的選修科目數目
(不包括應用學習)

多元學習津貼
(應用學習)申請資料

更新學生電話號碼 學生電話號碼更新

處理學生離校 學生離校

路徑︰應用學習 > 資料互換 > 預備外發資料

P.121



答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