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憑試放榜升學輔導安排(2019-2020) 

網上版 
 

1. 放榜前夕 21-7-2020 

 

時間 (場地) 程序 負責老師 

晚上 8：00 – 晚上 9：00（Zoom）* 

Zoom 連結 

覆核成績安排 

放榜後注意事項及 

考評局資料分析 

徐志鵬老師 

戴子薇老師 

升就組老師 

 

2. 放榜日升學輔導 22-7-2020  
 

時間 (場地) 程序 負責老師 備註 

上午 8:30 （學校 Gmail） 
發放電子 

成績單 
教務組 

Ø 如學生於上午 9:00 仍未

收到電子成績單，須聯
絡班主任跟進。 

Ø 學校會安排學生回校

取回實體成績單，日期

稍後公佈。如有問題，

請聯絡班主任。 

上午 9：00 – 上午 9：30

（Zoom）* 

>=33222 

Zoom 連結 

 

<33222 至 22222 (包中英) 
Zoom 連結 

 

< 22222 

Zoom 連結 

多元出路 

簡介 
升就組 

Ø 學生自行按公開試成績

分流進入相關 Zoom 課

室出席多元出路簡介講

座 

上午 9：30– 上午 11：30

（Zoom）* 

Zoom 連結 

升學及就業 

輔導咨詢 

升就組 

校 友 

Ø 學生先登入戴子薇老師

的 Zoom 課室，再由戴

老師分流到其他升就老

師的 Zoom 課室進行輔

導。 

 
*登入格式 班別 號數 中文姓名 
 
 

  



3. 情緒輔導： 

日期 負責老師 備註 

22/7（三） 

上午 9：00 -正午 12：00（老師） 

上午 9：00 -下午  4：00（社工） 

劉創潮、高坤儀、

李雅儀、吳月明、

蔡詠怡及社工 Alan 

Ø 有需要情緒支援的學生可

回校找輔導老師或社工協

助，但為免人群聚集，學生

回校前，務必先致電聯絡

輔導組老師或社工以作安

排。 

Ø 老 師 及 社 工 電 話 號 碼 如
下﹕ 

26913738 (老師及 Agnes) 

26910654 (Alan) 

Ø 所有訪客須遵照防疫安排^

才可進入校園範圍。 

23/7（四） 

上午 9：00 -下午 4：00 
社工 Agnes 

24/7（五） 

上午 9：00 -下午 4：00 
社工 Agnes 及 Alan 

 
^防疫安排 

Ø 所有返校人士均需佩戴外科口罩，否則不可進入校園範圍。 

Ø 各人士進入校園時務必接受體溫檢測，並用消毒酒精搓手或皂液洗手。 

Ø 填寫及遞交健康申報表。 

Ø 如同學確診新冠肺炎或是緊密接觸者或住在確診者同一大廈，不應回校。 

Ø 如於過往 14 日內曾到訪內地或疫區，必須留在指定地點進行強制檢疫，不應回校。 

Ø 如有咳嗽、發燒等呼吸道感染病徵，應馬上求醫，不應回校。 

Ø 家長如陪同學生返校須在有蓋操場等候。 

 

4. 其他  

 
 

  

事項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負責老師 

放榜日後的輔導安排 請參見附頁      Zoom Meeting Room 升就組 

遞交覆核成績申請表 
截止交表：24/7 

5:00PM 
校務處 徐志鵬老師 



放榜後 Zoom升學輔導安排 

各位中六同學﹕ 

1. 與大家配對的升就老師將會開放 Zoom課室與大家進行升學輔導，請大家按以下安排與老師預約會

面。 

你的配對 

升就老師 
Zoom課室連結 開放日期 (時間) 

是否須向老師 

預約會面時間？ 

陳文俐 Zoom 連結 
23-7-2020 (10:00-12:00) 

24-7-2020 (9:00-12:00) 
✔ WhatsApp預約 

鄭宇軒 Zoom 連結 
23-7-2020 (9:00-12:00) 

24-7-2020 (9:00-12:00) 
✔ WhatsApp預約 

鍾瀚湘 Zoom 連結 
23-7-2020 (9:00-12:00) 

24-7-2020 (9:00-12:00) 
✔ WhatsApp預約 

林佩賢 Zoom 連結 
23-7-2020 (9:00-12:00) 

24-7-2020 (9:00-12:00) 
✔ WhatsApp預約 

戴子薇 Zoom 連結 
23-7-2020 (9:00-12:00) 

24-7-2020 (9:00-12:00) 
✔ WhatsApp預約 

謝靜欣 Zoom 連結 
23-7-2020 (9:00-12:00) 

24-7-2020 (9:00-11:30) 
✔ WhatsApp預約 

蔡蕾 Zoom 連結 

23-7-2020 (9:30-10:00) 

*ALL students must 

attend at 9:30am. 

23-7-2020 (10:00-12:00) 

*Individual consultation 

24-7-2020 (9:30-12:00) 

*By appointment 

 ✔WhatsApp預約 

only for 2nd meeting 

24-7-2020 (9:30-12:00) 

*(whatsapp contact will 

be given in the first 

meeting at 9:30am.) 

 

胡進宇 Zoom 連結 
23-7-2020 (9:00-12:00) 

24-7-2020 (9:00-12:00） 
✔ WhatsApp預約 

 

2. 同學必須以下列名稱格式登入配對老師的 Zoom課室。 

（班別 號數 中文姓名） 

戴子薇老師 

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