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 正 專 業 書 院
PUI CHING ACADEMY
網址 Website：www.pca.edu.hk

電郵 Email：lang@pca.edu.hk

電話 Tel：2332 6611

傳真 Fax：2332 2144

校址 Address：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33-39 號創德樓 2/F 2/F., Chong Tak House, 33-39 Austi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通告：NSS-20200918-01
致各位新高中外語課程同學：
培正專業書院
新高中外語課程 2020-2021 – 開課提示
歡迎各位同學報讀培正專業書院新高中外語課程。
請同學留意以下 9 月 19 日開課注意事項：
1.

請使用書院為同學開設的 nss 電郵使用 google meet (e.g.
nssxxxxxxxxx@pca.edu.hk )，該電郵由 gmail 提供，可在 www.gmail.com 登
入，只有使用該 nss 電郵才能登入課堂，有關帳號及密碼請詳閱上一封「視像課堂
安排」電郵

2.

書院已開放了測試用的 google meet「nss 開課測試」，書院已發送邀請連結到你
nss 電郵，請同學成功登入後在 google meet「即時通訊」欄打上你的 nss 電郵
地址讓書院統計

3.

google meet 應用教學：請參閱附件 1

4.

惡劣天氣及突發情況上課安排

-

與普通學校一樣，培正專業書院所有課程，在惡劣天氣、暴雨及突發情況下，均會
按照教育局於電台或電視台之公佈安排

-

請同學上課前務必查閱相關公告

-

同學亦可於 facebook 專頁查閱有關資料 www.facebook.com/PCA.LANG

5.

技術支援及查詢

-

電郵：lang@pca.edu.hk

-

WhatsApp：94779104

-

電話：23559000
培正專業書院謹啟
202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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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Google meet 應用教學
1.

使用 chrome
i.

2.

同學必須使用 chrome 瀏覽器登入才確保順利使用 google meet 所有功能。

nss 電郵
i.

書院為同學開設的 nss 電郵（e.g. nssxxxxxxxxx@pca.edu.hk )，該電郵由
gmail 提供，可以在 www.gmail.com 登入，有關帳號及密碼請詳閱上一封「視
像課堂安排」電郵。

ii.

請同學於上課前先嘗試登入。

iii.

書院已邀請了各位的 nss 電郵到相應課堂的 google meet，只有使用受邀之
電郵登入 google meet 才能上課。

3.

盡量使用桌上電腦上課
i.

請同學盡量使用桌上電腦上課。

ii.

如使用平板電腦或電話上課有機會需要登出其他所有 google 帳號，只登入
nss 電郵帳號才能使用。

iii.
4.

請同學上課前測試你所用的裝置是否能登入 google meet。

google meet 連結
i.

同學可以在登入 nss 電郵後用以下方法找到課堂 google meet 連結：

-

直接按上一封「視像課堂安排」電郵中提供的連結

-

nss 電郵內的邀請通函

-

登入 nss 電郵後開啟 google calendar，在相應活動中按加入 google meet

-

登入 nss 電郵後登入 meet.google.com，在排定日程中選取並加入相應課堂

5.

開啟視像鏡頭

6.

善用「即時通訊」欄與導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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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港島校舍
HK Island Campus

九龍校舍
Kowloon Campus

九龍校舍
Kowloon Campus

Google Meet ID Class Code

新界校舍
N.T. Campus

Google Meet ID Class Code

Zoom ID
Zoom PW
Google Meet ID

Class Code

Google Meet ID Class Code

HK-J4A
(9:00-12:00)

bux qdrm rrd

KL-J4A
(9:00-12:00)

wak hops pbx

PCA-J4F
(9:00-12:00)

skv fzig hby

NT-J4A
(9:00-12:00)

897 2546 2057

HK-J4B
(1:00-4:00)

tcx msrx cod

KL-J4B
(9:00-12:00)

mcr byvm svm

PCA-J4G
(4:00-7:00)

pje qdob cpc

NT-J4B
(9:00-12:00)

xrs vajc wma

HK-J5A
(1:00-4:00)

tji woqq cpj

KL-J4C
(1:00-4:00)

qrr fvhp hxo

PCA-J5D
(1:00-4:00)

xym uuiy shk

NT-J4C
(1:30-4:30)

875 7431 9262

請參閱電郵

HK-S4A
(9:00-12:00)

vuj xxjp djd

KL-J4D
(1:00-4:00)

dcv icoj fsy

PCA-F4A
(9:00-12:00)

yhp ghdk kwm

NT-J5A
(9:00-12:00)

821 2854 1774

請參閱電郵

KL-J4E
(1:00-4:00)

jbt ziuq uzf

NT-J5B
(1:30-4:30)

857 0595 4892

請參閱電郵

KL-J5A
(9:00-12:00)

jze hepi zyk

KL-J5B
(9:00-12:00)

aqr nxng wit

請參閱電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