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S.6 Students
How are you? I hope you have taken good rest after the HKDSE.
As it is drawing near to the release of the HKDSE results, I would like you to take note on some important
messages. Some are in English while some are in Chinese. Please follow them up accordingly.
1.
2.

Important Days
Critical Milestones for Students on 2013 HKDSE Examination & Multiple Pathways

Please click onto 334.edb.hkedcity.net/doc/eng/milestone_students_2013_e.pdf
3. VTC 與青協合辦「清晰。前路」DSE 放榜講座暨工作坊
VTC 與青協將於 7 月 4 日舉辦「清晰‧前路」文憑試放榜講座暨工作坊，
於放榜前夕為 DSE 考生提供平台，獲取最多升學資訊及準備放榜的貼士。
活動內容包括：
- VTC 統一收生計劃模擬面試，讓同學熟習放榜日面試流程
- 行業高層及人事顧問分析職場趨勢、擇業考慮
- 升學專家介紹 VTC 最新課程資訊
還有其他活動讓同學了解性格及路向、VTC 學科代表解答同學課程問題、即場報名等…
報名及活動詳情可瀏覽
http://relations.vtc.edu.hk/intimate/tracker/content_path/url_http.3A.2F.2Fwww.2Evtc.2Eedu.2Ehk.2Fdse201
3/messageId_11778198/linkUin_1/logEnabled_true/ctEnabled_true/trackerType_2/?sign=cea6d077e6e32380b
50d4b9e8cafe0ebfc1a7e23b0462d626b30f9dd9981ac6d

4.成功咫尺」網上互動視訊直播 為應屆文憑試考生尋找新機遇
201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將於 7 月 15 日發放，應屆考生將要面對升學或就業的人生抉擇，
而教師及家長亦要忙於找尋不同類型的實用資訊，幫助學生或子女解決放榜的各項疑難。
香港教育城（教城）的「多元導航」網上平台將由 2013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至 23 日（星期二）
舉行 15 場「成功咫尺」網上互動視訊直播節目，並以「為畢業生尋找新機遇」為題，特邀學術專家、資
深人力資源管理專才及專上辦學團體代表等嘉賓，包括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錢大康教授、自資高等教育
聯盟主席及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阮博文教授、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博士、毅
進計劃管理委員會主席梁任城先生、香港家庭福利會代表及社工等，透過網上平台，於節目內即席與考
生、家長及教師對話交流。內容從本地升學、國內升學、就業資訊、家長輔導至前景分析等，多角度為
應屆考生提供各類實用的升學及就業資訊，具體分析環球人力資源需求及職場發展趨勢，且親自教授如
何按個人興趣、能力及志向，選擇適合自己的升學及職業路向，為準畢業生發掘多元出路，規劃未來的
發展藍圖。現誠邀 閣下參與活動，且推介予學生觀看，並肩為放榜作最佳準備。

網上直播詳情：
網上直播平台 ：「多元導航」網站
觀眾可透過以下方式，將姓名及問題傳送至教城，教城職員會將內容轉交嘉賓，即時回應觀眾提問
1.
2.
3.

電話 ：3527 7133
WhatsApp ：9858 1359
電郵 :pathways@hkedcity.net

直播時間表：
由 2013 年 7 月 3 日至 23 日，逢星期一至五，晚上 7 時至 8 時
內容

題目

嘉賓

日期
7 月 3 日（三） 家長輔導 文憑試放榜（上）：家長 香港家庭福利會青少年服務經理
如何協助子女面對文憑 吳浩希先生及社工余彩金女士
試放榜
7 月 4 日（四） 家長輔導 文憑試放榜（下）：與子 香港家庭福利會青少年服務經理
女共建理想路
吳浩希先生及社工區家樑先生
7 月 5 日（五） 本地升學 職業訓練局：高級文憑課 職業訓練局代表
程
7 月 8 日（一） 本地升學 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職業訓練局代表
醫療護理學
7 月 9 日（二） 前景分析 分析現時香港學生在全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錢大康教授
球的競爭性
7 月 10 日（三）本地升學 展翅計劃簡介

展翅計劃代表

7 月 11 日（四）本地升學 展翅計劃案例分享

展翅計劃代表

7 月 12 日（五）本地升學 毅進計劃

毅進計劃管理委員會主席梁任城
先生

7 月 15 日（一）本地升學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博

JAPUS
7 月 16 日（二）本地升學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APUS
7 月 17 日（三）本地升學 自資專上課程的迷思

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博
士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主席及香港理
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
阮博文教授

7 月 18 日（四）前景分析 非華語學生在香港升學 融樂會及現時就讀大學的非華語
前景
學生

7 月 19 日（五）國內升學 國內升學資詢及學生分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博士
享
7 月 22 日（一）就業資訊 前途在手：飲食業

國泰航空公司代表

7 月 23 日（二）就業資訊 前途在手：零售業

柏斯琴行代表

*直播表日程及內容或會有所更改，最新資訊請瀏覽「多元導航」網站。
此外，教城的一站式網上平台「多元導航」亦為教師、考生和家長搜集教育局及其他相關機構，與升學
就業有關的實用資訊，如放榜前準備、就業頻道、你想理想等，為前路規劃做好準備，歡迎師生登入瀏
覽。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24 1000 或電郵至

info@hkedcity.net 。

5.部份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台灣升學
Please click onto the school website, www.raimondi.edu.hk under the NSS info
6. Information Day and Religious Services on 12 July 2013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invitation letter posted in the latest news.
Time: 1:30-5:00
Venue: Own Classroom and Karl Hall
Happy Graduation Dinner tonight!
After the Graduation Dinner, you have to better prepare yourselves for the HKDSE D-Day 715.You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discuss with your parents ,your teachers and the past students or your significant others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Should you need our help,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May God Bless You!
In Christ,
Ms. D. W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