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繼續為家長打氣 

直資/私立小學小一入學準備家長分享會(系列二)(第八十二場) 
感謝各位家長支持 :  2019 全新分享會，現加開 26/6/2019 (第八十二場分享會) 

 

分享會對象：   希望了解傳統名校收生要求及面試形式的家長（只限成人） 

分享會語言：   粵語 

分享會內容特點： 絕對與一般小一升學講座內容不同，所有精彩內容由拔萃及名校舊生編制，內容包括 (1) 音小

面試家長對答必需注意的地方  (2) 為何小朋友音樂好考音小也未必有優勢 (3)  家長不是基督徒考音小會吃虧嗎 ? 

(4) 英華小學及港大同學會小學一同改變了的面試形式 (5) 英華校長為何認為英華總有一點不一樣 ? 我的小朋友

應如何配合? (6) 英華及其他小學的創意繪畫題  (7) 英華小朋友和校長約會帶兩本圖書的秘訣  (8) 和英華校長見

面要留意一些的細節  (9) 小朋友為何在英華校長室會原形畢露？(10) 英華重視父親的投入度，但如何令校方知

道 ? (11) 中文字卡面試題  (12) 在狹小的校長室遇著同組小朋友看大書如何處理?  (13) 英華需要的「三格」是什

麼? (14) 男拔面試不能完成的任務  (15) 如何面對不清晰的問題  (16) 男拔次輪面試父母關鍵1分鐘的準備 (17) 如

何適應男拔次輪面試特大及空曠的面試室 (18) 男拔次輪面試當父母離開面試室後小朋友應如何面對 3-4 位考官 

(19) 男拔次輪面試如何聆聽長故事  (20) 女拔收生要求  (21) 父母在女拔校長室門外等候時注意的地方 (22) 女拔

DSE 成績 (23) 女拔次輪面試如何向校長表達自己的日常生活及經驗 (24) 女拔次輪面試參何要觀察校長室 (25) 

分析德望過往之家長問卷  (26) 比寫輪文更難的德望家長問卷  (27) 宣道升中派位情況  (28) 宣道較為學術的面試

題目形式  (29) 陳守仁開心面試遊戲與任務背後如何評核小朋友 (30) 學校加入唱歌繪畫環節背後之原因 (31) 培

僑小學部中文程度有多高 ? (32) 培僑英語程度又如何 ? (33) 培僑校長可推薦入北大、清華的詳情 (34) 培僑首輪面

試小組模擬課是甚麼 ? (35) 培僑次輪面試最難是甚麼 ? (36) 如何保持處變不驚的態度 (37) 如何盡量避免同一日

有多間學校同時面試，引至要被迫放棄機會？(38) 如何避開強敵增加勝算？(39) 分享會提供交表策略 (40) Portfolio 

的重要性及如何準備 (41) 如何加強表達能力 (42) 如何訓練不同的對比題 (43) 小朋友如何講故事，突顯自己的組

織能力、表達能力及幻想力等 

 

分享會包括下列學校收生要求、面試形式及內容 :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拔萃女小學、英華小學、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德望學校(小學部）、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

學暨小學、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九龍塘宣道小學、港大同學會小學、培僑 

 
日期：26/6/2019 (三)     時間：晚上 7:00-9:45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童軍中心 

收費：每位港幣$300（二人或以上每位只需港幣$260） 

分享會報名方法  

連同以下資料，包括：1）家長姓名 2）電話 3）住址(地區) 4) 參加人數 5）孩子姓名及性別 6) 孩子出生年、月 及

7）孩子就讀幼稚園名稱 (請註明上午班/下午班)，以電子郵件寄到 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 ，主題請寫 

『26/6 分享會』，或 whatsapp : 52390747 (如用 whatsapp 報名請附上電郵)，收到報名後會電郵通知家長交費詳情 

 

系列一將會於稍後推出，內容包括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真道書院、王錦輝、聖保羅書院

小學、培正、高主教、聖方濟各、優才(楊殷有娣)書院、救恩學校 

系列一及二為獨立單元，可不分先後次序參加 

 

 

 

 

 

 

 

 

 

 

 

 

 

 

 

 

 

 

 

 

如想得得更多最新兒童教材、工作坊、講座及入學情報，可”LIKE” Kiddies’ Club Facebook : 

http://www.facebook.com/kiddiesclub  (家長人數已超越 14,000) 

基督堂及名校幼稚園面試工作坊 

K iddies’  Club 由拔萃舊生共同發展和編訂一套適合小朋友學習和掌握的活動方案，藉此分享心

儀幼稚園之學習內容設計和系統式培訓，當中著重小朋友與老師的面試禮儀、應對技巧 ; 全面提高小朋

友對英語問題的反應，讓小朋友得到充足的心理準備，以最佳狀態參加入學面試，提高被取錄的

機會。內容包括面試禮儀、肢體動作、邏輯智能、生活常識、語言表達、訓練小朋友的觀察力、分辨能力及專注

力，提高孩子獨立能力等。另外，注重學生的反應、禮貌、品格、坐姿，並強調培養學生跟隨指示、表達、獨立及

自理能力、認字、認物、數數、數概、顏色、形狀、基礎心算、 辨別、配對、連線、朗讀、聆聽故事。此工作坊

針對基督堂及各名校幼稚園面試形式及範圍而設計。透過互動形式，讓小朋友更有自信面對陌生人及陌生的環境，

把自己的潛能完全發揮出來，成功考取理想的幼稚園。(詳情可電郵 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 或 whatsapp : 

5239 0747 查詢) 

年齡： 2-4 歲 

時間 : 星期一 2-3pm; 星期二 2-3pm; 星期四 9-10am; (可選每周一或兩天) 或自行組班 

地點： Kiddies’ Club (尖沙咀柯士甸道 136-138 號 1605 室) 

每期費用：$4,800/ 12 小時   

mailto: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
http://www.facebook.com/pages/gp/115479141815162
mailto:詳情可電郵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


 

 

名校小一面試工作坊 

Global Passion Kiddies’ Club 採用由拔萃及名校舊生共同發展和編訂的一套適合小朋友學習和掌握的活動方案，當中

著重小朋友與老師的面試禮儀、應對技巧、有效地針對各名校小學面試形式及範圍而設計，透過互動的形式，讓小

朋友更有自信面對陌生人及陌生的環境，把自己的潛能完全發揮出來，以最佳狀態參加入學面試，提高被取錄的機

會。此系列特別配合目標學校而設，其中包括 : 男拔、女拔、聖保羅男女校、英華、德望、聖心、蔡繼有、聖方濟

各、陳守仁、宣道、高主教、聖士提反、港大同學會小學、救恩等。 小一面試班以輕鬆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讓小朋

友了解面試程序，豐富的課程更有助提高學習興趣，培養頭腦靈活，分析和推理能力等，加強他們的自信心，使他

們克服對陌生環境的恐懼。內容包括：個別評估報告包括說話的組織力、面試禮儀、邏輯智能、生活常識、語言表

達、看圖說故事、處境提問、IQ及常識推理、小組活動突圍法、逆境處理、算術、英語能力評估等。 

年齡 ： K1 / K2 / K3 

時間 : 星期一下午 4-5; 星期二下午 2-3; 星期三上午 10-11; 星期四上午 10:30-11:30; 星期五下午 2-3;星期六上午

9-10; 10:30 -11:30 (可選每周一或兩天) 或自行組班 

地點：Kiddies’ Club (尖沙咀柯士甸道 136-138 號 1605 室) 

每期費用： $4,800 / 12 堂 (另設個別專人指導，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傳統名校必定之作：製作個人資料夾(Portfolio) 
Global Passion Kiddies’ Club 深深了解各名校要求，為解決家長製作小朋友個人資料夾 (Personal Portfolio) 的煩惱，

Kiddies’ Club 教育顧問會先約見家長，與其檢視和制定一套有效及接近傳統名校文化之學習方案，從而安排及編定

進入名校之途徑，及後為小朋友特別製作個人資料夾，因此，我們建議家長應儘早(如 K1 /K2) 參與 Kiddies’ Club 個

人資料夾製作及面談。所有製作均以小朋友為中心，根據每位小朋友及心儀學校度身訂造，絕不千篇一律，設計、

相片及內容均精心挑選，務求令小朋友最強的一面展現校長及老師的面前。  

 

Kiddies’ Club Portfolio 製作特點 

(1) 雙向式提供專業意見與家長一同商討內容  (2) 根據每位小朋友度身訂造，絕不千篇一律 

(3)  根據不同學校的教學理念特顯小朋友的長處  (4) 讓學校覺得該小朋友能配合他們的教學理念 

(5)  根據不同學校列明 Portfolio 頁數的要求製作  (6) 讓學校感受到家長的誠意及對小朋友的重視 

(7)  協助撰寫申請信/自薦信  (8) 配合不同學校的背景設計 (9)可選擇英文或中文 Portfolio  

 

 
製作包括:  

 約見家長，提供建議方案 

 資料編輯、排版及校對(2次校正為限) 

 個人特色封面設計 / 相片、証書、學生藝術作品素描 

 申請信一封 

 長版及短版 Portfolio 各一份 (只限一種語言) 

  費用 HK$4,680.- 

 
名校小學選校個別咨詢 

內容及特點 ： (1) 咨詢顧問均擁有超過 15年教育顧問

及推廣經驗，兼為名校舊生，確保了解各名校收生要求

及面試形式 (2) 與家長單對單面談，了解其家庭背景及

小朋友的性格 (3) 根據家長的要求和期望，提供選擇名

校的建議 (4) 分享心儀名校的收生要求及其面試形式

與內容 (5) 提供如何配合心儀名校收生要求的建議，包

括所需的活動、獎項及家庭教育 (6) Portfolio 內容咨詢   

預約服務時段：星期一至五，早上八時至下午六時 (每

節 1 小時)  

收費 ：$880   

對象 ：K1 / K2 / K3 / 小學 / 插班 家長 

地點 ：Kiddies’ Club(尖沙咀柯士甸道 136-138 號 1605 室) 

預約方法： 

連同家長姓名、聯絡電話、預約時間，電郵至 : 

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 或 Whatsapp 52390747 

 

領袖演說證書工作坊 

為配合名校幼稚園和小學說話評估學習進階、入學面

試準備，及加強小朋友表達能力，培育他們成為未來

的領袖，Kiddies’ Club 舉辦領袖演說班，從而培訓小朋

友說話技巧、表達能力、清晰的思維和膽量，使其適

應陌生環境和勇於面對陌生人，成為小小演說家，以

致日後在校內/校外朗誦比賽上獲得佳績。 

對象：分幼稚園 / 小學組 

時間：星期一/二 3-4pm; 星期三 9-10am/ 

9:30-10:30am；星期五 9:30-10:30am; 星期六
9.30-10.30am  

(可選每周一或兩天)或自行組班 

語言 : 雙語 (廣東話及英語) 

地點：Kiddies’ Club (尖沙咀柯士甸道 136-138 號 1605) 

每期費用：$4,800 (共 12 堂，每堂獨立單元) 

 

工作坊報名 ：連同個人資料，包括：（1）小朋友及家長姓名（2）聯絡電話（3）參加項目名稱及日期（4）小朋友出

生年、月份 及（5）就讀幼稚園名稱，以電子郵件寄到 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主題請寫上工作坊名稱。查

詢 ：whatsapp 5239 0747 

 

報名方法  

連同家長個人資料，包括：1）姓名 2）電話 3）

孩子姓名及性別 4) 孩子出生年、月 及 5）孩

子就讀幼稚園名稱，以電子郵件寄到 

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主題請寫

『Portfolio』或 whatsapp : 5239 0747 

 

mailto: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