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中選校及面試策略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

梁兆棠校長



呈分試機制及其重要性

1. 3次呈分試 –小五下學期
小六上學期
小六下學期（四月）

2. 計算科目 a)中、英、數、常（實分）評定A至E等級（各校分數不一樣）
b)有部份學校會計平時分
c)中、英、數、常各佔比重不同（中：9、英：9、數：9、常：6）

3.分數呈交教育局，然後在當區的校網內經過數據處理，評定全區學生的分數
及排列次序。

4.各校獲分配不同等級的百分比，則要視乎該校的前一屆學生在中一分班試的
成績而定。

5.呈分試的成績的高低直接影響派位。派位先後視乎成績的高低及隨機編號。
6.叩門位會視乎校內呈分試成績。
7.有部份學生考入直資、私校或國際學校、則不用理會派位機制。





(1) 對學校宗旨、辦學背景，
深入了解

1.好運動？

2.好學業？

3.是否適合自己的小朋友?



(2)如何了解學校
1.網頁 7. 開放日/簡介會

2.家長口碑 8. 參加相關比賽 / 活動

3.朋輩 9. 親友介紹

4.兄姊校友 10.比較區內之比賽成績

5.媒體 11.聯系 / 一條龍學校

6.校門外 12.其他？



(3) 入讀名校的基本要求：
1. 成績好
2. 有一定課外活動表現 (樂器、戲劇、視藝……)
3. 見識較廣
4. 反應較快
5. 學習及做事態度積極
6. 應對能力不俗 / 解難能力
7. 有信心
8. 表現自然 / 誠懇
9. 愛護他人 – 對家庭、參與義工
10.有禮貌



(3) 入讀名校的基本要求：
11.中、英語文及普通話能力不俗
12.朗讀技巧
13.愛閱讀
14.學懂分析能力
15.有正面人生觀
16.有專注力
17.有拼搏精神
18.能吃苦
19.懂得時間管理
20.自我管理及有主見



(4) 要做到以上的要求，
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需要接受磨練、挑戰，與
心理輔導，當然，有準備
就萬無一失!



面試要注意的事項

熟練有關題目

要真誠

衣著不要標奇立異

不遲到

對環境有一定的熟悉



面試要注意的事項

要守規守禮

要舉止斯文，談吐審慎

在會場保持冷靜、謹言慎行，忌高談闊論

要帶備文件、推薦信、獎狀、紙筆、計算機

要有足夠的訓練



面試要注意的事項

要有一技之長，並在需要時即場表演

有各項證書

對學校有一定的認識

與學校有相同的宗教背景



面試要注意的事項
要反應快捷

要有眼神接觸

見到老師打招呼

離開場地說再見

處理好大小便問題

不應有小動作

說話避免一些詞語，例如：其實、即係、
嘅、明唔明……



(5)考試內容，必須準備及練習

1.閱讀理解 (中、英文)

2.朗讀文章 (中、英文)

3.從文章中再考問，例如：

詞語解釋、常見錯別字、文中的
主角為什麼會這樣想?



(5)考試內容，必須準備及練習

4. 英文生字測試

e.g. consult,confidential,success

another meaning of “minute”  “peak hour”

5. 科學實驗題 -> 光合作用

6. 查字典

“栽”按部首查字，應查__部首

“頤”和圓的“頤”字按筆尾查



(5)考試內容，必須準備及練習
7. 漫不經心 -> 什麼意見 ->

搖搖欲墜 -> 1)欲望 2)將要 3)希望 4)需要

8. 帶點字，在句中的解釋
-> 馬路上行人，車輛川流不息

1) 呼吸的氣 2)利息 3) 停止

.

9. 你有想過 “疾”字有哪幾種解釋? 
1)疾痛 2)痛苦 3)痛恨 4)快速
5)疾惡如仇 6)一徐一疾 7)疾飛

.



(5)考試內容，必須準備及練習
10.英文 以 ELEPHANT 可組成的英文字有?個

HEN HAT HELP PANT 

AN ANY LEAP LEAN LET 

NET TEN HATE LATE LENT

11. 成語考查

一言XX 三言XX XX八達 八面XX

三心XX XX八方 XX千孫 XX一意

.



對答 / 交談部份

1.自我介紹 (中、英文) 
e.g. 學業、興趣、父母及家庭成員的工作及關係，

何以要讀心儀學校)

2. 個性 / 強項 / 缺點

3. 崇拜偶像

4. 一件令他開心 / 難忘/ 尷尬/ 
可怕的事



對答 / 交談部份

5. 你和同學們一起時，多數做什麼
活動? 怎樣做? 為什麼?

6. 資訊科技對你有什麼影響?

7. 請介紹一本書/電影/電視節目



對答 / 交談部份

8. 介紹一件具創意的產品

e.g. 手織草蜢 紙杯拼畫

9. 有沒有參與義工?

升旗 / 探訪老人院 / 植樹

/ 清潔垃圾



對答 / 交談部份

10.有沒有參加活動 / 校際比賽

11.你能否獨立處理工作？

12.你喜歡自己的小學嗎？

13.你會怎樣選擇朋友？

14.你對本校有什麼印象？

15.如何面對逆境？



對答 / 交談部份

10. 時事題
老人家 2元乘坐交通工具

評價看電影

公共事務：

伊波拉、香港的經濟轉型、你認為香港人快樂嗎？

有關通識教育

環保議題

加烟稅、膠袋徵費

增建公屋 / 樓價高企

學習中國歷史



如何面對派位的結果
A. 派不到心儀學校
1. 家長切勿擔憂

2. 正面去面對

3. 試叩門位

4. 不宜責罵子女

5. 不要哭哭啼啼

6. 不宜講該校的負面資料

7. 不要和其他人比較

8. 不要埋怨



如何面對派位的結果
B.派到心儀學校
1. 迎接暑假

2. 考分班試

3. 繼續陪伴 /關心子女的學習

4. 給多一點獨立的空間

5. 繼續更多的溝通

6. 認識子女的朋友

7. 留意有否怪異行為

8. 養成良好的習慣

9. 學懂管理時間

10.平衡學習與活動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