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 學年紐約市高中入學
電影表演面試指南
本指南包括所有您需要知道的電影表演面試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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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如何使用本指南

這份指南旨在幫助學生和家長為表演面試程序做好準備。通過本指南，您將可以：


了解電影。電影課意味著必須學習什麽？作爲一名電影學生，你需要什麽心理準備？請閲讀以下説
明了解更多資訊。



理解表演面試程序。第二頁的概覽可以幫助您了解高中表演面試是什麽樣的。



過目一般表演面試的内容。採用一般表演面試内容的高中使用的是相同的表演面試指南。這份指南
説明的是採用一般表演面試内容的電影課。



找到您感興趣的一組開設電影課的學校。本指南裏列出了紐約市所有開設培養藝術才華的課程的高
中，以便讓您過目。通過第 5 部分，找出一些您覺得適合子女的高中課程，然後開始著手制定秋天
的表演面試日程表。



制定您的表演面試日程表。請查看每套課程的表演面試資訊和時間表，然後根據其來制定您自己的
表演面試日程表。針對每套課程，都有如何為該課程的表演面試做準備的事項清單，以及在表演面
試時需要做什麽。

什麽是電影？
電影或拍電影是製作會動的畫片的藝術形式或技術。學習電影的學生會接觸親自動手的拍電影體驗，學習
電影理論、歷史及剪輯，電影分析以及電影劇本創作。學生以小組形式組成拍攝電影的團隊，積累行業及
技術方面的技能經驗。學電影的學生經常可以有機會使用一流的電子技術設備，並有機會讓自己的作品上
映並與大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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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高中表演面試程序概覽
部分高中有表演面試
表演面試是一種入學辦法。學生如果想被某些高中的藝術課程錄取，須在表演面試的時候展示其藝術方面的能力。表
演面試也是學生認識學校教職員工並就課程提問的良機。
學生需要做的是為表演面試做好準備，並且在面試時進行表演。
各高中課程對於表演面試的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學生應該過目在“高中指南”裏各所學校關於表演面試的標準。
如果學生參加多個課程、但是屬於相同藝術形式的表演面試，那麽不同的表演面試互相之間會有近似的内容（請參考
本指南關於課程詳情，了解更多表演面試的資訊）。學生可能會發現，他們在表演面試時不需要展示準備好的所有内
容。
表演面試由高中負責進行
通常，表演面試由學校行政人員和老師負責。部分高中會讓目前在讀的學生給予協助，並且歡迎來參加表演面試的學
生。
表演面試的日期、到達時間和地點可能會有所不同
表演面試一般會從十月份到一月份在高中進行。請參考指南裏面的課程詳情，了解表演面試的日程安排。
表演面試的長度可能會有所不同
表演面試的過程可以持續 2-3 小時甚至更長。我們鼓勵學生帶一份小點心和水來參加表演面試。家長不要（讓子女）
在同一天報名參加不同學校的表演面試。
家长可以在附近等候
通常會設有一個家長/監護人等待區域，因爲他們不可以進入表演面試區域。家長/監護人可以選擇在任何時間離開之
後又重新進入學校大樓。學生與家長之間需要進行任何溝通，應該在表演面試開始之前完成。
被表演面試課程接受
如果學生要表演面試課程考慮錄取他們，則需要在高中入學第一輪在申請表上列出該課程，該申請表需要在 2018 年
12 月 3 日交給學校的輔導員。學生會在 3 月份獲得第一輪申請表的結果。
有關表演面試程序的問題
本指南應該可以解答您的大部分與表演面試程序有關的問題。如果您對於某所學校的表演面試有具體問題，最好的辦
法是直接給學校打電話或發電子郵件，了解更多信息，或者造訪學校的網站。
表演面試特別照顧的情形
有個別教育計劃（IEP）或被批准的 504 計劃的學生、以及英語學習生可能可以獲得特別照顧。學生應該與他們的學
校輔導員商討在表演面試的時候安排特別照顧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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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表演面試報名與一般表演面試的内容
以下是部分關於表演面試程序的詞彙，各家庭在為表演面試做準備的時候，需要了解這些詞彙。這些詞彙
也會列在本指南第五部分的表格裏面。
表演面試報名
學生可能會需要通過教育局的入學系統或是學校的網站報名參加表演面試。本指南裏包括如何報名的詳細
説明，另外在高中指南裏，提供表演面試的學校頁面也有報名的詳細説明。通過報名，學生就可以讓學校
行政人員知道他/她要參加表演面試，以及要參加哪個課程的表演面試。
採用一般表演面試内容的課程
有一部分學校所開設的課程提供一般表演面試的内容，本指南第五部分的學校旁邊會有個 的符號來表示
該學校屬於這類學校。這些課程均有同樣的表演面試内容，因此，如果學生為一項表演面試作了準備，學
生可能等於為其他要參加的表演面試課程作好了準備。
一般表演面試内容--電影課

關於這部分的更多資訊，您還可以查閲《2019 年紐約市高中指南》（2019 New York City High School
Directory）第 24 頁
作品集包括：兩份分鏡腳本（storyboards）（每份至少有十個畫格），用來描述一個想像的場景，以及
250 字的文章說明你對電影製作的興趣。在表演面試時，我們會給學生說明一段簡短的情節，然後要學生
在現場畫一份分鏡腳本。
可以選擇不做：提交任何你曾參與過的電影作品（或多部電影作品）的樣本。電影應該存放在 USB 盤中提
交，格式是.mov 或.mp4。在附上的書面說明裏，形容你在電影製作裏發揮的作用。
各校課程可能會當場要求學生完成各種任務，包括面試、或是現場完成一個寫作樣本，這些都會影響到學
生如何做準備。請參考本指南裏每所學校的表演面試資訊。另外，請一定要造訪學校網站、或是直接與學
校聯絡，了解最新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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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各高中課程與表演面試資訊
以下這組紐約市的高中提供電影課並要求報名者參加表演面試，並同時註明了表演面試的日期與要
求。學校名稱是鏈接，點擊可進入每所學校的網站；課程名稱也是鏈接，點擊可進入「紐約市搜索學
校」(NYC School Finder) 功能上面的每所學校的頁面(http://schoolfinder.nyc.gov)。
Art and Design High School  | 231-249 East 56th Street 10019
課程：電影/錄像製作 | 高中指南頁面 333

曼哈頓
代碼：M60Q

需要為表演面試做什麽準備：
該課程採用一般表演面試的内容（詳情參考第 3 部分）並有下列要求：
作品集包括：兩份描述一場想象的戲的分鏡腳本（每份至少有十個畫面），以及 250 字的文章說明你對電影
製作的興趣。
您在表演面試過程中需要做什麽：
學生還會看一段視像展示，並構想一個故事來作為電影的基本情節。準備好回答以下這些問題：
o 這個故事是關於什麼的？
o 主要人物有誰？
o 情節裏有什麼衝突？
o 什麼類型的電影？
o 結局是怎樣的？
2018-2019 學年表演面試日期：（要求報名，只能在學校網站報名：artanddesignhs.com/auditions)
 姓氏起首字母 A-L，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9:00
 補考，姓氏起首字母 A-L，2018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上午 9:00
 姓氏起首字母 M-Z，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9:00
 補考，姓氏起首字母 M-Z，201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上午 9:00
Frank Sinatra School of the Arts High School | 35-12 35th Avenue, Astoria 11106
課程：電影和媒體藝術 | 高中指南頁面 504

皇后區
代碼：Q40F

您在表演面試過程中需要做什麽：
該表演面試由 3 個部分構成。我們請參加表演面試的學生帶一台照相機或智能手機（學生可以任選）。請確保你帶來
的電子產品一定要有錄影功能。（如果你沒有智能電話或照相機，我們會為您提供。）
第一部分是一個親自動手的拍電影練習，考的是學生的視覺能力和通過視覺角度講故事的能力。
第二部分讓學生根據一張照片進行寫作練習。會考學生的基本寫作能力和能不能創意地講故事。
第三部分是一個簡短的面試，會問一問申請者對電影知識的了解，以及對拍電影的興趣。
2018-2019 學年表演面試日期：（參加表演面試不需要報名）
 皇后區：姓氏起首字母 A-M，201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7:30
 皇后區：姓氏起首字母 N-Z，2018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上午 7:30
 全市：姓氏起首字母 A-M，201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7:30
 全市：姓氏起首字母 N-Z，201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 7:30
 補考，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上午 7:30
 補考，2018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上午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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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您個人的表演面試日程表
規劃您個人的表演面試日程表，方法是把您感興趣的高中課程列出來，標註出各課程的表演面試
日期/時間，然後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報名。
我要參加的表演面試課程/學
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 27801 (Chinese)

表演面試日期/時間：

是否需要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