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就是你想要的「出路」 

 這些可提前報名的升學途徑你知道嗎？ 

本地升學：A．JUPAS       B. E-App      C. 報讀專上活動 

內地升學： 

A.免試招生     B. 院校單獨招生   C. 港澳台僑聯招試   D. 校長推薦計劃（保送） 

海外升學：A．台灣升學    B. 海外升學 

 

<時間表> 

本地升學準備時間表 

 下表介紹了本地升學的 3 種途徑，分別是「大學聯招辦法（JUPAS）」、     

「E-APP」以及報讀專上學院。 

你也許會在同一個時間段中看到多個計劃的推行。 

本地升學報讀時間表 

9 月中下旬 1. 符合申請資格並有意願的同學可透過

「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系統遞交選擇

的課程資料，及時完成申請。 

  

1.申請費用: 

     HK$420 元正 

（逾期繳交申請費，需

另繳港幣 300 元正之逾

期申請附加費 ） 

12 月上旬 1. 「大學聯招辦法」網上申請的最後期

限（包括殘疾申請人遞交證明的期限） 

2. E-APP 首輪申請開始 



12 月中旬 

至 

5 月下旬 

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佈前，申請人

可於 指定期間以下列任何方式更新其課

程選擇:  以另一課程取代已選報的課程

選擇/增選新課程至原有的課程選擇名單

上 

(惟全部課程選擇不得多於 20 項)   

更改已選報課程選擇的優先次序刪除課程

選擇名單上的課程 

申請人每次更新課程選 

擇前，需以其中一項列

於 繳交改選費的途徑及

程 序部分的途徑繳交港

幣 80 元正之改選費。 

1 月 1.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遞交比賽/活

動的 經驗及成就資料及上載所需證明文

件(如適 用)的最後限期 

  

4 月 1.在「大學聯招辦法」帳戶遞交學生學習

概覽的最後限期 

  

5 月 1.E-APP 首輪申請截止日期 

2.E-APP 次輪申請開始 

  

6 月 1. 申請人可登入「大學聯招辦法」帳戶

查閱獲 分配於 2018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成績公 佈後修改課程選擇的個人時

段。 

2. E-APP 次輪申請的截止日期 

  

7 月 

(放榜後一至兩天

後)  

1.申請人可在「大學聯招辦法」賬戶修改

課程選擇 

每人獲發時限為 24 小

時 

8 月 1.公佈各輪取錄名單 

2.成績未如理想的同學可即時到指定網站

或學院，報讀副學士學位課程，或到各專

業院校報讀技術課程 

若你在任何一輪放棄有 

關取錄結果，將不獲後

續 的取錄安排。 



 

內地升學準備時間表 

下表介紹了本地升學的 3 種途徑，分別是：「免試招生辦法」、「港澳台聯招」

以及「個別院校單獨招生」（校長推薦計劃）。 

你也許會在同一個時間段中看到多個計劃的推行。 

內地升學報讀時間表（簡略） 

         個別高校的術科考試或會早於網上預先報名及現場確認報名階段進行，考生須

自行留意該校網站及招生簡章，或直接與高校聯繫，以了解具體安排。 

3 月 

1.考生可登入「免試招生」報名系統作網上預先報名。 

2.已完成網上預先報名的考生，進行現場確認報名。 

（要留意九龍塘報名點開放時間） 

3.「港澳臺僑聯招試」報名（登入指定網址進行報名） 

. 網站：www.ecogd.edu.cn  

. 考生須按要求輸入報考基本信息(包括個人資料、報考地點、 報考科

類、報考學校等)。 

4. 親身到自選的考點確認報考「港澳臺僑聯招試」 

     報名費:港幣 550 元 

    完成網上預先報名後，考生須記住自己的密碼，到以下地點辦理正

式報名確認手續。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  

地址: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     電話:3628 8787 / 3628 8711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地址:北角英皇道 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1404-05 室 

電話:2893 6355   



中國旅行社下列各分社 

（灣仔/北角/旺角/尖沙咀/將軍澳/觀塘/荃灣/元朗/沙田/大埔/屯門） 

地址:上環蘇杭街 69 號 25 樓 01 至 03 室(港鐵上環站 A2 出口) 

電話:2542 4811 

  

所需報名資料: 

(1) 本人高中畢業證書副本 

(應屆高中畢業生可由就讀學校開具學歷證明) 

(2) 高中各學年學習成績單正本 

(應屆高中畢業生可在報到時補交高中畢業證書及最後一學期的成績單) 

（3）身份證副本 

(以上資料同時帶備正本用以核對，其中學歷證明和成績單要收取正本，

一經報名，所有收取的報名資料一律不再退還) 

（如因特殊情況未能親自前往到報名點現場確認的考生，經報名點同意

後，可委託親屬代為正式報名，代報者須帶備(1)考生身 份證件、(2)

代報者身份證件、(3)考生親筆簽署的委託書、考生電子相片檔，及(5)

其他報名資料。每個代報者只能代 1 名考生辦理確認手續。） 

3 月至 5 月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 ，自行選擇上載「學生學習概覽」 

4 月至 5 月 學校可登入系統，上載「校長推薦計劃」相關資料 

5 月 

1.「港澳臺僑聯招試」 考試 

內容： 

（1）五月中下旬會進行考試，學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物理、歷

史、化學。 

（2）體藝院校專業試或會於網上報名階段前舉行，考生須自行向有關院

校查詢考試日期及考試內容。 



6 月中下旬 

「港澳臺僑聯招試」成績公布及其後填報志願 

這個考試填報志願時間安排在成績公布後，具體時間行通知。考生填報

志願網址與網上預先報名網址一致。 

錄取工作開始 

高校按需要進行面試或術科考試 

(並非所有高校設有面試，具體時間和地點由高校自訂。考生須自行留意

該校網站和招生簡章，或直接聯繫該校。) 

7 月初 

1.「港澳臺僑聯招試」 公佈錄取結果 

分本科和預科兩個批次，先進行本科院校志願組投檔錄取。本科錄取結

束後，再進行預科院校志願組投檔錄取。 

2. 聯招辦按招生院校各類別、科類招生計劃的 1:1 比例，將考生電子

檔案給招生院校。招生院校根據考生考試成績、考生志願及本校招生計

劃、錄取原則，擇優錄取。 

7 月中旬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 

7 月下旬 

「免試招生計劃」公布錄取結果 

• 考生可登入 錄取系統 ，查看錄取結果 

• 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校通知錄取結果 

未獲錄取的考生可登入 錄取系統 ，申請參與補錄(剩餘名 額遴選) 

公布補錄(剩餘名額遴選)結果 

• 考生可登入 錄取系統 ，查看補錄結果 

• 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校通知補錄結果 

9 月前 錄取及入學通知 

 



你知道提前報名時需要準備些什麼嗎？ 

A. 匯總自己的活動經歷及獎項（電子文檔或手寫） 

B. 影印身份證、回鄉證、成績單及所有證書和獎狀（F4-F6） 

C. 個人自述（中文及英文版）和學校推薦信          D. 報名費及學生證件照 

E. 注意報名日期和電郵通知                    F. 帶上「有條件錄取」通知書 

  

5. 個人自述如何突出自我優勢？ 

➢ 個人自述三步曲 

❏ 說明中四至中六的校園生活對你個人發展及成長的影響與幫助 

❏ 闡述你個人對未來升學及事業發展的願景 

❏ 展示你對自己的期望及目標的計劃 

 

 



 撰寫技巧 

真實：附以生活例子說明 

吸引：加入深刻特別及富有意義的分享 

具體：對目標及未來的規劃宜具體、可行 

 字數要求  

字數限制：400 至 500 字（包括下列項目）    

1.引言：簡單交代你的升學選擇/人生目標（約 50-60 字） 

2.個人特質：介紹自己 1-2 個特質及與自己的升學目標的關係，並且加入事例說明 

（約 150-200 字） 

3.活動反思：分享 1-2 個你參與的深刻活動，當中你的經歷得着，並且如何影響你的升

學/人生目標 （約 150-200 字） 

4.總結：重申你升學選擇及希望透過這升學選擇達到你甚麼人生目標或事業發展  

（約 50-60 字）     

➢ 個人自述範例 

    我喜歡與人相處。在初中，我是一名童軍，喜歡透過社會服務接觸人群，在過

程中，我學習到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經驗豐富了我的學習，對我的研習有

著正面的影響。在一個「關心社區」的活動中，作為一群年青人，我們向區議會

反映意見，改善社區設施，讓鄰舍更有效使用區內的環境。舉例說，我們發現有

些椅子的擺放位置並不理想，因為那裡有些沒有上蓋的金屬椅子，在炎熱的夏季

是不能使用的，我們把這些發現及相關建議提交區議會考慮。在高中，我有機會

參與其他類型的社會服務，例如，在一項名為濕地公園暑期實習計劃中，我可透

過導賞活動推廣濕地保育及環保意識。透過這些活動，我可以身體力行地去愛和

關心他人，而且我變得更具分析力、觀察力及對人的需要更加敏銳。因著這些正

面的經驗，我有更多寫作的題材及設計的意念，我的溝通能力和社交技巧也改善

了。除了在學習上的得益，我也發展了著重紀律及關愛別人的性格，比較起童年

時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我對自己的強項和限制，及對個人的抱負都了解多了。 

    在高中參與的活動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化藝術義工計劃。透過這項活動，

我接觸到很多有關藝術及文化的內容，透過藝術作品了解人們如何看待生命，了

解他們認為甚麼是最有價值的事物，我有機會與不同文化背景的義工繪畫醫院的

牆壁，因著我們不同的背景，適切的溝通是十分重要的，這能促進我們彼此之間

的協作。我發現不論種族、文化、年齡及背景，愛及關心是最大的推動力叫人甘

心樂意地付出，為社會謀福祉。 

    我希望將來可投身服務行業，幫助有需要的人。無論我將身處哪一個工作崗

位，我已下定決心以愛心服務人羣，為社會締造更美好的將來。 



I enjoy getting along with people very much. I was a boy scout at junior secondary level. I liked 

meeting people and 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 The experience enriched   

my learning and exerted a positive impact on my study. 

 

In a “Care for Community” project, as a team of teenagers, we made proposals to the district 

office to improve the facilities in our community so that people c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environment. For instance, we observed that some chairs in our community were not properly  

located because some metallic chairs there were not suitable for use during hot summers with 

no shelter on top. We channeled our ideas to the district office and ma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t my senior secondary level, I got another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in a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me at the Wetland Park. I was trained to lead guided tours to 

promote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se activities gave me a 

chance to share love and care in a practical way. I also became more analytical, observant and 

aware of people’s needs. With these positive experiences, I had more ideas in terms of writing 

and design, and m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improved. Apart from the benefit   

in learning, I have also developed a  disciplined and caring character. As compared to my        

childhood, I understand myself better, in terms of strengths, limitations and a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Among the activities I joined at my senior secondary level,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was the   

Cultural Services Volunteers Scheme. I learned a lot about art and culture, how people perceive 

life, and what people value the most through their art works. This activity provided me with a   

chance to paint walls in hospitals with volunteer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ecaus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proper communication was important to ensure smooth collaboration with each 

other. I discovered that whatever the culture, whatever the age and background, love and a    

heart to care for others is the greatest motivation for anyone to work for the best of the           

community. 

 

 I have set a career goal to participate in a service industry that could benefit the     needy. 

Whatever position I have in future, I have decided to try my best to love and serve the 

community to make us live in a better world. 



                                                                                                                                                                        

6. 履歷表如何點綴修飾？ 

➢ 履歷表的兩大目的： 

❏ 主要目的：面試的機會（敲門磚） 

❏ 輔助目的：個性與能力的展示 

➢ 寫履歷表前的思考及準備工作   

（一）常見模塊 

 

（二）平常準備工作 

1. 從中四開始，適當參與活動，或針對自己心儀的學系專業，參與相關的活動/比賽，積累

活動經歷。 

2. 用一個電子檔隨時記錄個人的經歷與成就，將所有資料按照重要性分門別類妥善管理。 

3. 用一個文件夾完整保存所有書面資料與證明。像是活動參加證明、獎狀、結業證書、報

告、作品集…等等，以備日後參考或是做為附件證明。 

4. 最好在參與活動一結束，就請主辦單位開立證明或其他類似文件，才不會造成主辦單位

的困擾。此外，要清楚紀錄活動、比賽，以及主辦單位的正式中英文名稱，若是沒有公開

正式的英文名稱，應立刻請教主辦單位，以避免自己隨便翻譯，寫錯或誤拼活動與單位的

名稱或頭銜。 

 



➢ 履歷表架構 

❖ 個人基本信息——「基本」就好 

1) 必填信息：姓名、出生年月、地址、電話號碼、郵箱 

2) 選填信息：生源地、身體狀況、照片、興趣愛好 

❖ 教育背景 

1) 必填信息： 時間、學校、學歷、文憑試成績 

2) 選填信息：  修讀科目、個人進修 

3) 學歷背景按時間倒序寫 

❖ 課外活動 

1) 校園活動 

2) 參賽經歷     

例子：

 

❖ 獲獎情況 

1) 獎狀太多怎麼辦？ 

● 選取級別高 

● 與專業相關 

● 分類別、總數 

2) 獎狀太少怎麼辦？   

● 可略過不寫                    

社團/課外活動表現 

校內：社長，康樂輔導研習社 05/2002－07/2004 

領導 100 位社員規劃並執行寒暑假志工活動，為養老院長者創

造歡樂 

校外：公關組組長，國樂社 05/2002－05/2003 

專精古箏，安排社團對外演奏事宜，主辦與他校國樂社聯誼活

動 

證照/參賽獲獎紀錄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09/2003 

 



❖ 工作經驗 

❖ 相關技能 

1) 專業技能：熟練使用 Office 

2) 個人技能、個人進修  

❖ 其他信息——個性特質、興趣愛好、自我評價等 

1) 要真實、嚴謹，每句話要經得起拷問  

❖ 對未來的期許 

❖ 履歷表的範例 

注意： 

圖中標示的 1-6 均為上文做

詳細描述的內容案例。 

以下是圖標 1-6 對應的小 Tips： 

 

1． 應確保個人資料正確無誤填寫 

2． 學歷及工作經驗（倒敘列出） 

3． 有哪些方面的工作經驗？ 

4． 參與過哪些課外活動？ 

5． 列出工作相關的技能 

6． 咨詢人應是最了解你的人，如

老師、親友或前僱主。須取得

咨詢人同意才可寫入申請書。 



➢ 沒有「對比」就沒有進步 

 普通履歷表 進階履歷表 

標題 「簡歷」或「個人履

歷」 

有自己的名字，報讀的

專業 

相片 形式花哨，千姿百態 實在 

個人信息 極爲全面，甚至像徵婚

啓示 

簡單，包括聯繫地址、

電話、E-mail 等 

報讀專業 大部分無 有 

教育背景 加上許多課程名 由近及遠寫畢業院校，

不寫課程名，註明排名

或進步幅度 

工作經歷 較多，雜亂，沒有輕重

之分，也不對其進行詳

細的介紹 

實習經驗有主次之分，

關鍵經歷按照 STAR 法

則填寫 

獲獎情況 羅列較多，沒有歸納，

沒有分析 

按時間倒序填寫，簡潔

清晰，有條理，有分析

和交待 

相關技能 羅列較多，沒有突出獨

特之處，自己不太會的

也列上 

選擇性很強，不會隨便

填寫，夠一定水準才填

寫 

性格、特點或愛好 具體描述，而且還不少 選擇性地添加，描述 

頁數 超過 2 頁，最後一頁不

足一半 

整頁，通常爲 1 頁，最

多 2 頁 

低級錯誤 拼寫、語法；同類型字

體不一樣 

幾乎沒有 

真實度 一般不造假，只是藝術

性地放大 

不造假，但有技巧性 

精確度 數字敏感性較低 數字敏感性較高 

排版 很差，不講究 一絲不苟，十分講究 

文字風格 平鋪直敘，大段描述 言簡意賅，分點交待 

主觀印象 雜亂無章，無主次之分 精美流暢，有輕有重 

 



 Tips： 1.用數字說話（次數、百分比） 

           2.動詞說話 

           3.層次性：校內或校外、加粗、顏色 

7.分分鐘面試無難度 

             不論是求職還是求學，總會有一個關卡是必定經歷。那就是「面試」。或許你

會擔心面試時緊張表訴不清？不知怎麼回答面試官的提問？更害怕臨場失手？現在

教你如何逐一擊破，讓面試不再成爲你的困難。 

➢ 面試的形式 

❏ 個人面試 

❏ 小組面試  

                   （壓力面試、電話面試、視頻面試） 

➢  充分自我認知 

       

➢ 面試準備 

          （一）着裝準備 

● 着裝必須整潔，應當簡單大方 

● 以「黑白灰」等較暗的顏色爲主 

● 身上的色彩不要超過 3 種 

● 買正裝時必要投資（寧可太正式，不可太隨意） 

● 針對不同的學系專業作相應的裝束打扮 

● 面試前一晚，試穿面試時的衣服 

● 金融行業通常穿西裝，初創公司大多穿 smart casual（求職適

用） 



          （二）材料準備 

● 兩三份最新版的履歷表 

● 「特別文件」，如推薦信 

● 筆和筆記本 

● 獲獎證書、工作證明、義工證書等證明材料複印件  

● 照片（證件近照）正常尺寸，白色底（不能用印章蓋過的照片）  

Q：面試前 24 小時，你要做些什麼？     

                        任務一： 

➔ 記錄面試相關的信息 

1) 面試時間 

2) 面試地點與交通信息 

3) 需要攜帶的證件 

                         任務二： 

➔ 查找面試所需的三大信息 

1) 相關學系專業信息（來源學校官網、在讀學生、放開日）                                                                                                    

➔ 交通路線 

1) 交通工具 

2) 最優路線 

3) 時間花費（提前 30min） 

                         任務三：  

➔ 面試所需的裝備 

1) 履歷表 

2) 個人作品（如適用） 

3) 證件（複印件） 

4) 正裝 

5) 紙、筆、本子 

6) 梳妝工具（補妝） 

7) 方便攜帶的包 

   任務四： 

➔ 面試問題準備 

1) 常規問題 

● 「請你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 「你爲什麼會報讀這學系專業」 

● 「爲什麼我們要錄取/任聘你」 

● 「試講述自己的優點及缺點」 

● 「請談談你的興趣愛好」 

● 「你對將來是怎樣規劃的」 

● 「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2) 學系專業相關問題 

● 這類問題目的在於考察學生對其選擇專業的了解。所以面

試前可登錄一些相關的網站或論壇，了解專業特性與相關

面試問題 

● 學業能力測試 

                       任務五： 

➔ 面試前心態調整 

1) 設想各種情景（壓力面試） 

2) 對着鏡子練習 

3) 保持微笑迎人，態度誠懇有禮 

4) 路線確認 

5) 調好鬧鐘 

6) 檢查材料 

 

 

 

 

Q：自我介紹究竟有什麼用？                                                                       

1.爲什麼面試官總喜歡讓我們自我介紹？ 

 

1) 例行公事 

2) 想聽聽你對自身是否能客觀評價 

3) 考核你的語言表達能力 

4) 趁你自我介紹的時間，勻出時間看履歷表 

 

 

 



2.哪種自我介紹最容易被面試官吐槽？ 

 

 



 

 

3.如何設計一個漂亮的自我介紹 

1) 控制時長 

              2~3 分鐘之內是比較恰當的時間，應屆生的自我介紹重點談談自

己是誰，因何而來面試、自己的優勢，再加一個漂亮的結尾表達加入

的意願。 

2) 語速語調 

              語速正常，自信清晰，少口頭禪，語言簡潔有力。 



 

3) 有引起面試官興趣的內容 

              引起興趣不是譁眾取寵，而是有水平地引起關注，這是需要好好設計。

你可以：提前了解崗位信息，告知面試官你與學系專業/崗位的匹配度高。

你還可以：設計活潑不失風趣地介紹自己。 

       

4) 內容主次清晰，突出自己的優勢 

                       家常的事情不要占據主體， 重點突出自己與學系專業/崗位匹配之處

或自己的優勢。 

 

5) 自我認知清晰 

     不卑不亢，客觀評價自己，切忌用過於誇大的詞彙過分表揚自己，小心

面試官抓住把柄提問你。 



 

6) 微笑是最好的自我介紹 

 

 

 

       面試「萬金油」——自我介紹三段式 

             (PS：以下運用至英文版的面試也是一樣噢！） 

❖ 基本信息（姓名，畢業院校，學系專業等） 

❖ 爲什麼要來面試這個學系專業（專業前景、專業興趣） 

❖ 爲什麼自己適合這個專業（性格特點、相關實習經歷） 

                                             

                

   進階版的自我介紹 

❖ 關鍵詞法 

❖ 突出自身特點（義工照上過雜誌、體操接受過採訪、騎單車去西藏） 

❖ 善用數字 

❖ 學系專業/崗位相關（與自身優點匹配） 

❖ 通過自我介紹有意引導之後面試問題的方向 

 

 



                 範例： 

➔ 求學                    

        我是來自九龍塘創知中學的應屆畢業生 XX（姓名）。我是一個熱情開

朗，又細心的人，喜歡與人交流，幫助他人。我在中學時期開始擔任我們班的

學生代表，一直認真的履行學生工作的職責，並在今年被評爲了優秀學生代

表。平日，我刻苦學習的同時也不忘公益，曾獲卓越最佳社會服務大獎、連續

3 年獲得優秀學生獎學金，以及每年服務時長長達 150 個小時，並獲得活動良

好獎等殊榮。希望我的這份熱誠能夠在社工這個學系專業中繼續弘揚下去。 

                             

               Tips： 1.自信、陽光 

                                 2.形態（坐姿、站姿） 

                                 3.眼神要保持在對方上半面（以示禮貌與尊重） 

                                 4.熟練自我介紹（但請準備 30s、1min、5mins 的自我介紹） 

 

 

帶你拆解面試中提問環節： 

➔  面試者視角 

● 「談談你的缺點」 

思路： 1.不宜說自己沒缺點 

            2. 不宜把那些明顯的優點說成缺點 

            3.不宜說出嚴重影響將入讀的專業/所應聘工作的缺點 

            4.不宜說出令人不放心、不舒服的缺點 

            5.缺乏工作經驗、知識不夠全面、選擇困難症等等 

 

 

 



❖ 回答範例 

1. 我的公開演講能力比較差， 在公共場合講話的時候我會感到緊

張， 不過談論我熟悉的領域我會比較放鬆。所以當我需要做公開

發言的時候，我必須要準備得很充分。我確實羡慕那些無論什麼

話題都能夠高談闊論的人。 

2. 我覺得我有時候會過分在意別人的感受， 比方說， 不敢直接表達

不同意見，因為覺得會讓對方丟面子，其實這樣做很不利於快速

有效地開展工作。我希望自己能夠逐漸學會更加爽快， 對人對事

更加直接。 

3. 我有時候會設立不切實際的目標， 比方說一個月要減肥 10 公斤， 

一個小時把表格打出來。我覺得， 設立不切實際的目標對我個人

來講的確不是一件壞事， 所謂 Aim at the Sun, land on the 

Moon.(向著太陽飛， 至少落在月亮上。) 有了高目標就會有很大

的動力， 即使完不成也無所謂。但是， 當我在一個團隊裏工作的

時候， 這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缺點。在團隊裏，一旦目標定得太

高， 就會引發很多管理上的問題。我想這是我需要克服的一個缺

點。 

 

● 「你有什麼業餘愛好」 

                             思路： 1.業餘愛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面試者的性格、觀念、心態，說明

時，要突出自己的獨立性思考，並且強調所帶來的影響 

      2.最好不要說自己沒有業餘愛好 

         3.最好不要說自己僅限於讀書、聽音樂、上網，否則可能令面試官懷

疑面試者性格孤僻 

      4.最好能有一些戶外的業餘愛好來「點綴」你的形象 

 

● 「爲什麼我們要錄取你」 

                  思路： 1. 強調自己特有的優點和品質，要耳目一新，不要千遍一律。「人

無我有」，「人有我優」。 

                              2.過往跟進過的大型或獨特的活動、額外的相關專業資格等等，找一

些獨特而其他候選人沒有的經驗突出自己。 



❖ 回答範例 

1. 得知學校要求學生留意身邊的事物，特別是弱勢人士的情況。 而我在學

校不但擔任大哥哥大姐姐，照顧新來港的中一新生，我亦參加義工隊，

到弱勢社區做服務。 最深刻是我在一次是我在一個老化屋邨進行長者探

訪及打掃。和長者對談時，我反思自己的生活及與社區的聯繫。而且，

在服務中，我更將當中所學的待人的態度及價值觀放入其他服務及擔任

學生領袖當中，誘發其他同學同行。 

 

● 「你覺得你個性上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思路：1.要真實誠懇，不要「空口講白話」 

           2.面試官主要考察的是你的品行，以及了解你對自身的認知 

 

❖ 回答範例 

1. 沉着冷靜、條例清楚、立場堅定、頑強向上、樂於助人和關心他

人、適應能力和幽默感、樂觀和友愛。我在 XX 經過一到兩年的培訓

及項目實戰，加上實習工作，使我適合這份工作。 

 

● 「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思路： 1.這個問題看上去可有可無，其實很關鍵，面試官不太喜歡說

「沒問題」的人，因爲其很注重面試者的個性和創新能力  

                       2.體現你對學習的熱情，以及你的上進心 。      

❖ 回答範例 

1. 錄取後，貴校對新生有沒有什麼入學訓練營項目，我可以參加嗎？ 

 

 

 

 



➔ 面試官視角 

面試評分表 

姓名： 性別： 專業/行業： 

面試測評要

素 

分析和解決

問題能力 

語言表達能

力 

應變能力 其他 合計 

分值 50 分 20 分 15 分 15 分 100 分 

評分要點 思路是否清

晰，判斷分

析問題是否

準確、深刻

及透徹，具

有創意的見

解。解決問

題的辦法是

否恰當 

語言表達的

邏輯性、條

理性、準確

性、流暢性

及感染力和

說服力 

反應的機敏

程度，臨場

應變情況，

處理問題的

靈活性和有

效性 

個性特徵、

儀表氣質等 

 

評分

標準 

好 40-
50 

 16-
20 

 13-
15 

 13-
15 

 

中 26-
39 

 12-
15 

 9-12  9-12  

差 0-25  0-12  0-8  0-8  

考官評語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