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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調適 考試內容

英文班 增潤班

P.2,3 思維班 P.2,3 語文班



面試題目分享 校網- 升中資訊

課外活動 參觀中學

中學校長講座 模擬面試

18年度自行選校-面試題目_ycmcj.pdf
https://www.skhycmcj.edu.hk/


呈分試的準備

1)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小五全年成績及小六第一學期成績尤其重要

2) 統一派位階段

小五第三學期成績及小六第一、第二學期成績 ( 呈分試成績)

重視子女每一次考試(包括小五)



科目- 節數
(比重)

中文- 9節
(9)

英文- 9節
(9)

數學- 7節
(9)

常識- 4節
(6)

視藝- 2節
(3)

音樂- 2節
(2)



升中預備的要訣

搜集資料-心儀中學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收生準則及比重

提早準備，切勿
「臨渴先掘井」

培養持久努力的習慣

協助子女分配時間



例子一：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例子二：迦密柏雨中學

secondary scl requirement/2020 CPU中一入學申請表.pdf


CPU_2020年度中學面試.pdf
CPU_2020年度中學面試.pdf


例子三：王肇枝中學

2019sspa-3-weigthing-c_王肇枝.pdf


2020sspa-5-intcncl-c_王肇枝.pdf
2020sspa-5-intcncl-c_王肇枝.pdf


例子四：恩主教書院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恩主教 (2020-2021).pdf


取消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面試_恩主教書院.pdf
取消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面試_恩主教書院.pdf


例子五：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S1_Imterview_News_沐恩中學.pdf
S1_Imterview_News_沐恩中學.pdf


例子 六：救恩書院

s1notice_救恩書院.pdf


例子七：沙田區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2021-22_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_簡介_曾肇添中學.pdf


預備升中要訣：

注意學業成績

注意操行表現，B+或以上

多參加學科或體藝方面的

訓練及校內校外比賽

參與制服團體、義務工作





預備升中要訣：
整理升中個人檔案

學業成績資料(P5- P6或P.4–P.6)

學術與非學術成就 /學習記錄

校內 / 校外服務資料



升中個人檔案

•整潔、齊全
•課外活動記錄
•證書及獎狀
•成績表：由小四起
•文字簡潔流暢
•如頁數多，附目錄及
頁碼



個人檔案樣本

甲部：個人資料

獲獎年份 獎項名稱 頒發機構 備註

乙部：獲獎項目記錄

I. 國際性

II. 全港性

III. 地區性

IV. 校內

file:///C:/Users/milkw/Desktop/五年級家長會/個人檔案範例.doc


個人檔案樣本

開始年份 完結年份 活動名稱 訓練機構 備註

開始年份 完結年份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備註

丙部：課外活動記錄

丁部：校內/校外服務記錄

file:///G:/五年級家長會(2012-2013)/個人檔案範例.doc


A. 形式

1. 個人

2. 小組

3. 邀請家長一同面試

4. 網上面試

自行分配學位---面試



B.語言

1. 廣東話
2. 英語
3. 普通話



視像面試注意事宜

形式主要分為兩種：

 錄影面試
 實時面試



面試問題的範疇

A.  個人及家庭--- 自我介紹

B. 語文的能力---理解/ 溝通

C. 數理的能力----計算/邏輯能力

D.  學校生活---興趣 / 活動

E. 處境題目---處事能力

F.  時事常識---表達意見



三. 面試問題舉例 :
(以下問題只供參考)

A. 有關個人及家庭的問題：

1. 你會否發脾氣？

2. 和朋友發生爭吵後，你會怎麼做？

3. 你和父母的關係如何？

4. 如果你就讀我們學校，你會否參加關

於音樂的課外活動？

5. 你參加這麼多課外活動，你喜不喜歡看

書？



B. 語文題：

1. 給與學生一篇文章 ，然後著他以英語／

普通話朗讀，其後老師向他發問與文章中有

關問題。

2.面試時，學生須自已帶一本圖書到場，並以

英語簡單介紹書本內容。

3.用口語複述文章《季扎掛劍》



C. 數理的能力

2) 98÷99、99÷100、100÷101那
個最大？

3)三角形的內角和是多少？

1)除了買菜外，數學還有甚麼用？



D.  校園生活題：

1.你認為學校應以甚麼方式選班長？

2.你的學校有秘密網，那你會說甚麼？

3.如果你被人排擠，你會怎麼做？



E. 處境題：

1. 除了本校，你還報了哪間中學？

2. 如果可以回到古代，你想去哪一時代？

3. 如果你是班會的主席，你會建議同學到

哪兒旅行？為什麼?

4. 如果你成功入讀本校，會參加甚麼活動？

5. 如何面對沉重的壓力？



E. 處境題：

1. Imagine if you will go to a mystery Island,    

what will you bring?

(You can just bring one thing)

2. You are going to the mystery Island with

your family, what survive skills do you 

know and what can you do for your  family?



F. 時事常識題：

1.全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

2.亞洲和美洲中間的是甚麼洋？

3.對某一則新聞作出評論。

4.海龜是屬於那種脊椎動物？



家長如何協助升中的面試

培養子女每天閱讀，多看英文圖書，
留心時事的習慣

多些朗讀，特別是英文方面
協助發展子女說話的技能
家人可就一些時事彼此之間作出
討論，發表意見

看圖說故事
分享見聞



家長應作好的準備

•與子女一起分析他/她的強項和弱項

(包括學科、品行和服務)，並一起

討論如何改善他/她的弱項

•鼓勵及引導子女改善自己的行為和品格

•為子女安排一些適合他/她的活動 /

課程/服務以助他/她的成長

•與子女訂定短期目標，監察進展情況



家長應作好的準備

• 關注子女的學業成績

• 了解哪一類學校適合自己的子女

• 了解是否需要跨網

• 協助子女準備個人資料檔案

• 出席家長講座



---完---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