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d November, 2020
Dear Parents,

S.1 Placement Interview-Skills Online Training Course &
Virtual Information Day
In order to help strengthen the interview skills of your primary students, our college will organise
S.1 Placement Interview-Skills Online Training Course in November.
Details are as follows:
Date:
28th November, 2020 (Saturday)
Time:
9:00 a.m. – 1:00 p.m.
Venue: Zoom
Fee:
Free
Target: Primary 6 students
Interviewers: Teachers of CCC Hoh Fuk Tong College
Modules:
1. Case analysis and sharing on interview skills
2. Mock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Cantonese and Putonghua)
3.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o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given by the interviewers
4. Online Talk for parents (Speaker: Mr. Jacob Yu; Topic: Family communication)
5. Guided online school tour
You and your child who is currently attending P.6 are sincerely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e event by
completing the form attached and forwarding it to us by fax or by mail. For online application,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attached.
Visitors are welcomed to opt for a session of their choice to enjoy a face-to-face tour of our
school between 11a.m. and 12:30p.m.
For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s. S.T. Siu at 2459 6354.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Yours sincerely,
Dr. Leung Man Ki
Principal

各位屯門區家長：

網上升中面試研習班暨資訊日
為協助區內小學生提高應付升中面試之技巧及信心，本校將舉辦「網上升中面試研習
班」，詳情具列如下：
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正
地點：ZOOM
費用：全免
對象：小學六年級學生
導師：本校老師
內容： 1. 面試技巧短講：個案分析及經驗分享
2. 模擬面試 (以英語、普通話及粵語進行)
3. 導師對個別參加者給予評語及建議
4. 網上家長教育講座（講者：余國健先生
5. 網上校園導賞團

主題：善意溝通在家中）

現誠邀 閣下及貴子弟參與上述活動。後附參加表格，敬請填妥並傳真(24572648)或郵
寄至本校，亦可掃瞄 QR Code 進行網上報名或致電本校報名，如有任何問題，可向邵倩婷老
師（電話：2459 6354）查詢。當天本校將於上午 11:00 至下午 12:30 開放部分校園，歡迎各
界人士預約參觀。耑此，並祝生活愉快！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校長
梁文祺博士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

網上升中面試研習班暨資訊日
學生參加表格
(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

選擇以下活動(二選一)，請在下方適當的方格內加 ✓。

❏

活動一：網上升中面試研習班暨資訊日

(09:00-13:00)

學生姓名：

活動二：預約參觀校園(三選一)

❏
❏
❏

11:00-11:25
11:30-11:55
12:00-12:25

（中文全名）

性別：

（英文全名）

班別：

男

/

女

就讀學校名稱：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接收短訊電話：

（□ 同上）

家長/學生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放有關活動資
料)
家長會否出席：

會 □ _________位

不會 □

（請在 □ 內加上 ）

報名方法：
1.

報名表可於本校網站下載、親臨本校索取、或致電本校索取傳真。

2.

填妥報名表後可傳真(24572648)或郵寄參加表格至本校，亦可掃瞄 QR Code 進行網上報名或致
電本校(2459 6354)向校務處報名。

備注：
1.

本校將於活動前約一星期以短訊及電郵聯絡參與者。

2.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校務處陳姑娘或邵倩婷老師（電話：2459 6354）
。

(歡迎自行影印表格)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CCC Hoh Fuk Tong College
網上升中面試研習班暨資訊日
S.1 Placement Interview-Skills Online Training Course & Virtual Information Day

2020-2021
日

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星期六 )

Date:

28th November, 2020 (Saturday)

時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正

間：

Time:

9:00 a.m. – 1:00 p.m.

平

Zoom

台：

程序表 Programme
時 間
Time

程 序
Programme

8:40 a.m. – 9:00 a.m.

報到 Reporting Time
致歡迎辭及學校簡介 Opening Speech & School Introduction

9:00 a.m. – 10:30 a.m.

面試技巧分享 Sharing Session on Interview Skills
網上面試技巧分享 Sharing Session on Online Interview Skills

10:30 a.m. – 11:00 a.m.

答問環節 1

11:00 a.m. – 11:30 a.m.
11:30 a.m. – 12:30 p.m.
12:30 p.m. – 1:00 p.m.

Q & A Session 1

小息 Break
學生：面試工作坊
總結及答問環節 2

Students: Mock Interview
Closing with Q & A Session 2

** 備註：當天本校將於上午 11:00 至下午 12:30 開放部分校園，歡迎各界人士預約參觀。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 余國健先生
[ 社會工作文憑，社會工作學士，社會科學碩士(輔導學)，身心語言程式學執行師 ]

講座主題：「善意溝通在家中」

余國健先生從事培訓及輔導工作多年，曾兼任於多間大學的教師及
社工培訓工作，主要教授輔導、親職教育及心理學課程。

余先生現於心靈階梯擔任培訓總監（心靈階梯是一所培訓機構，由
二零零三年成立至今，已為一百二十所中、小學、幼兒服務機構及四
十間公私營組織提供專業的培訓服務）
，致力於家長教育及教師培訓，
應邀到不同大、中、小學及幼稚園為家長及教師主持講座及工作坊，
同時也兼任大學的教學工作，教授輔導、九型人格、親職教育等課程，
並出版了一系列有關「管教子女」及「九型人格」之講座光碟及書籍。
余先生曾多次接受傳媒專訪，這位育有三名子女的教育工作者，更有
五年當上「全職爸爸」
，並於報刊撰寫親子專欄，分享為人父母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