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二零零九年開始實施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出現，為教育界帶來很多的轉變。中學學制講求靈

活變通，以及學生在不同方面的表現，故此，在升中面試的時候，學生若能表現出自己多元化的才能

及靈活的一面，必定能增加他們的面試成功率。有見及此，本中心特別針對現今的面試需要，設計出

一系列的升中活動，提升學生的自信及能力，讓學生及家長能正面及積極地面對「升中面試」。 

升中模擬面試 2019-2020 
名稱 第一場 (ST1200101-1) 第二場 (ST1200101-2) 

日期及時間 11/01/2020(六) 

2:00pm-3:40pm 

11/01/2020(六) 

4:00pm-5:40pm 

 

名稱 第三場 (ST1200101-3) 第四場 (ST1200101-4) 

日期及時間 12/01/2020(日) 

11:00am-12:40pm 

12/01/2020(日) 

2:00pm-3:40pm 

費用：每場 會員$250/非會員$280 

       (費用包括個人面試、小組面試、面試匯報、家長研習、個人評估報告及面試錄影) 

對象：小六學生 (家長必須同時出席) 

查詢：2546 1071 邱力勇先/楊可樺姑娘 

升中模擬面試形式及安排：(100分鐘)  

第一部份：個人面試 (共 6位同學輪流面見，每人 10分鐘，共 60分鐘) 

第二部份：小組面試及小組經驗學習分享(20分鐘) 

第三部份：面試匯報及家長研習工作坊(20分鐘) 

升中模擬面試內容： 

(1) 以粵語、英語及普通話進行、(2) 自我介紹、(3) 圖片問題、(4) 處境問題、 

(5) 時事問題、(6) 個人生活問題、(7) 創意問題、(8) 對申請中學的認識等   

升中模擬面試之特色： 

1. 考核員由「註冊教師」或「資深註冊社工」共同主領，以更全面角度評估學生之面試表現； 

2. 每位學生之面試過程以「數碼攝錄」拍攝全程記錄，請家長自備 USB儲存裝置或於中心即場購

買，於面試完畢後把影片儲存，以便家長與子女一同總結面試的成果。 

3. 考核員將根據學生之面試表現作分析，並為每位學生撰寫一份「面試評估報告」(Performance 

Assessment)，讓家長了解子女之特質及強弱，提供合適之訓練，為升中面試作充份的準備； 

4. 每場工作坊均安排「面試匯報及家長研習」，於子女面見後讓家長與面試考核員直接接觸，了

解升中面試之常見問題類型及學生常犯之毛病，以協助子女改善表現。 

報名方法： 

1. 親身報名：於 2019年 10月 23日公開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 郵寄報名：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及回郵信封(需貼上郵票)，寄往本中心(地址：西營盤第三

街 200號毓明閣地下高層)。支票抬頭請寫 「CARITAS HONG KONG(S.W.D.)」或「香港明愛」。

此外，支票背面須寫上參加者姓名，聯絡電話及報名之面試場次 或/及 工作坊之名稱。 

3. 工作坊及模擬面試恕不接受電話報名及傳真報名。

升中面試系列 



公開報名日期：23/10/2019 

升中面試工作坊 2019-2020 
英語面試技巧訓練 

語文的表達在面試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香港始終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地方，故此，學生對英語

的表達能力則各有參差。在一般的第一組別中學面試中，英語的交談更是不可或缺。不過，英語面試有

其獨特的技巧，當掌握這些技巧之後，學生更能提升及發揮英語水平。 

日期及時間： 

班別 日期 時間 

A (ST1191101-1) 6/11/2019-27/11/2019(逢星期三~4堂) 4:30pm-5:45pm 

B (ST1191101-2) 6/11/2019-27/11/2019(逢星期三~4堂) 6:00pm-7:15pm 

C (ST1191101-3) 9/11/2019-30/11/2019(逢星期六~4堂) 2:30pm-3:45pm 

D (ST1191101-4) 9/11/2019-30/11/2019(逢星期六~4堂) 4:00pm-5:15p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小六學生 

名    額：每班 10人 

費    用：$450(會員) / $480(非會員) 

負責職員：邱力勇先生 

 

小組面試技巧訓練 

小組面試著重聆聽、分析組員的觀點外，對於如何回應以及把自己的觀點突圍而出也同樣重要；當

中，如何分析時事，以及明辨是非同樣會令面試老師加深印象。此訓練是協助同學提升分析力及表達能

力，提升小組面試的表現。  

 

活動編號：ST1191102  

日    期：7/11/2019-28/11/2019(逢星期四~4堂) 

時    間：5:00pm-6:00pm 

地    點：本中心 

收    費：$350 (會員) / $380 (非會員) 

對    象：小六學生 

名    額：16位 

負責職員：李俊威先生、黃雅瑩姑娘 

 

升中面試系列 



升中面試工作坊 2019-2020 
 

升中面試技巧親子小組 

面試對小學生來說，一般都會感到不安及有壓力，因為從小到大，他們都不曾面對如此重大的場

面。若在進行面試前，能讓家長明白子女在面試中遇到的問題，一起做好準備，子女便能夠有自信去

發揮自己的最佳一面。另外，學生面試時常會被自己的緊張情緒影響表現。此活動除了加強子女在面

試時的信心及技巧之外，也讓家長明白子女面對升中面試的情緒，並了解如何協助他們。 

 

內容：家長小組 學生小組 

 1. 和子女一起選擇『心儀』學校 1. 面試技巧要訣 

 2. 升中面試的要求及預備 2. 個人及小組面試體驗 

 3. 透過觀看子女在面試的表現，學習 3. 分享同學於面試的表現及需注意的地方 

  和子女享面試裡的優點和需改善的地方 4. 加強同學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4. 如何培養子女分析時事議題  

 

活動編號：ST1191103 

日    期：9/11/2019-30/11/2019(逢星期六~4堂) 

時    間：7:30–9:00p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名    額：10個家庭 

費    用：每家庭 $400 (會員) / $430 (非會員) 

負責職員：家長小組-邱力勇先生    學生小組-陳栢慧姑娘 

備    註：收費以家庭為單位，即父母及其子女 

 

面試技巧訓練(進階班)  

透過一連串的訓練，以及參與「升中模擬面試」活動後，相信參加者對於自己面試時的表現已有

初步掌握。本進階班希望能針對參加者於面試時的強項及弱項，加以訓練及改善，以提升面試時的信

心。當中包括個人及小組形式的面試訓練。 

 

活動編號：ST1200201-1 (A班)、ST1200201-2 (B班) 

日    期：A班:4/2-25/2/2020(逢星期二~4堂)    B班: 9/2-1/3/2020 (逢星期日~4堂) 

時    間：A班:6:00pm-7:30pm                   B班: 11:00am-12:30p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小六學生 

名    額：每組 8人 

費    用：$350(會員) / $380(非會員) 

負責職員：陳栢慧姑娘、詹銘光先生 

備    註：必須為曾參與任何一項由本中心舉辦之「升中模擬面試」系列活動之參加者 

升中面試系列 



公開報名日期： 

23/10/2019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 升中系列報名表 >> 
 

學生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家長手提號碼)           

會員編號(如有)：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    

就讀學校：               電郵地址：                          

將申請自行派位之中學：(1)               (2)                   

升中模擬面試  

第一場 (ST1200101-1) 報名 第二場 (ST1200101-2) 報名 

11/01/2020(六) 

2:00pm-3:40pm 
 

11/01/2020(六) 

4:00pm-5:40pm 
 

 

第三場 (ST1200101-3) 報名 第四場 (ST1200101-4) 報名 

12/01/2020(日) 

11:00am-12:40pm 
 

12/01/2020(日) 

2:00pm-3:40pm 
 

費用：每場 會員$250/非會員$280 

升中面試工作坊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費用 報名 

英語面試技巧 A班 

(ST1191101-1) 

6/11/2019-27/11/2019 

(逢星期三~4堂) 
4:30pm-5:4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英語面試技巧 B班 

(ST1191101-2) 

6/11/2019-27/11/2019 

(逢星期三~4堂) 
6:00pm-7:1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英語面試技巧 C班 

(ST1191101-3)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2:30pm-3:4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英語面試技巧 D班 

(ST1191101-4)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4:00pm-5:15pm 

$450 (會員) 

$480 (非會員)  

小組面試技巧訓練 

(ST 1191102) 

7/11/2019-28/11/2019 

(逢星期四~4堂) 
5:00pm-6:00pm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升中面試技巧 

親子小組 

(ST 1191103) 

9/11/2019-30/11/2019 

(逢星期六~4堂) 
7:30pm-9:00pm 

每家庭 

$400 (會員) 

$430 (非會員) 
 

面試技巧訓練(進階班) 

A班：ST1200201-1 

4/2/2020-25/2/2020 

(逢星期二~4堂) 
6:00pm-7:30pm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面試技巧訓練(進階班) 

B班：ST1200201-2 

9/2/2020-1/3/2020  

(逢星期日~4堂) 
11:00am-12:30pm 

$350 (會員) 

$380 (非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