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區中學面試安排(截至2月14日) 
學校名稱 學校網址 面試安排 備註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https://www.nthyktpdss.edu.hk/tc
/news.php?wid=48&cid=6 
 

由家長陪同以個別面談

形式進行，面試時間約 
15 分鐘。 面試準則及比

重：儀容(佔 30%)、常識

(佔 30%)及中、英文表達

能力(佔 40%)。 
 

甄選準則及比重將修訂如下: 

1. 學業 20% 

2. 品行 15% 

3. 體藝才能 7.5% 

4. 校內服務或課外活動參與及表現 5% 

5. 社會服務 2.5% 

6.面試表現 50% 

救恩書院                https://www.kyc.edu.hk/tc/   將於三月上旬以書面通

知約 250 位申請人面

試，面試以中、英文進

行，申請 人無需參加筆

試。 
 

甄選標準已修訂為: 

1. 甄選參加面試： 

學業成績                  50% 

課外活動、服務      10% 

2.面試表現（理解力、分析力、表達力）: 40%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

中學   

http://www.yy2.edu.hk/   面試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所有申請

者均須面試。] 
 

評分準則更改為： 

學業成績 40%；操行、面試表現 30%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 20% 

體育、視覺藝術、音樂最佳兩科的成績 1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http://sunfc.school.hk/system/tool/a

n 

nouncements/index.php?netroom_id 

=1&channel=&tool_id=46&tool_ad

mi n=0&popup=1  

學校於 2022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三）或以前以書

面及電話通知所有申請

者進行面試。 
 

取錄準則： 

1. 面試表現（20%） 

2. 學業成績(20%) 

3. 操行表現(20%) 

4. 獎項(20%) 

5. 教育局提供之名次(20%)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https://www.lsc.edu.hk/   將會面見所有申請學

生，面試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面試著重了解學 生個人

品格和才能、創意及解

收生準則：考慮學生的「品格」、「學業」、「服務及

活動」和「面試」的表現，各項佔分相同。 
面試後，如獲正式取錄，學校將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四）致函及致電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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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能力、學習心得和習

慣等，面試語言包括中

文及英文。面試當日 須
帶齊所有證件之正本以

供審閱。 
 

迦密柏雨中學            http://www.cpu.edu.hk/?lang=en   今年中一收生面試改以

「錄影模式」進行。申

請人須於 2022 年 3 月 1
至 2 日上傳影片。 

 

收生準則及比重如下： 

  比重 

1. 學業成績 50% 

2. 課外活動 10% 

3. 操行 10% 

4. 校長酌情 

．卓越表現/獲獎成就 

．本校學生/校友/教職員的家人 

10% 

5. 面試 20% 

總共： 100%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http://www.btkchc.edu.hk/   所有申請人均需面試，

學校會致電通知面試日

期及地點，面試一般設

於二月至三月期間，面

試時請 注意以下事項： 

 - 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

陪同進行面試，面試會

以廣東話或普通話進行 
 

收生準則 比重（百分比）： 

1.校內成績、課外活動、服務表現、參與社區活動經驗 

30% 

2.操行成績 40% 

3.面試(兄弟姊妹在本校就讀優先) 30% 

 

王肇枝中學              http://www.wscss.edu.hk/en/index.h

t m   

學校只會面見部份申請

學生，並於 2022 年 3 月

7 日至 11 日期間，以書

面通知各申請人是否獲

邀參加面試。 

面試日期為 3 月 19 日。 

將根據甄選申請人面試準則作出評核： 

教統局提供「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60% 

校內語文及數學成績           10% 

操行                  10% 

課外活動表現              20% 

http://www.cpu.edu.hk/?lang=en
http://www.cpu.edu.hk/?lang=en
http://www.btkchc.edu.hk/
http://www.btkchc.edu.hk/
http://www.wscss.edu.hk/en/index.htm
http://www.wscss.edu.hk/en/index.htm
http://www.wscss.edu.hk/en/index.htm
http://www.wscss.edu.hk/en/index.htm


面試將以小組討論形式

進行約八分鐘之中文

（廣東話）會談，題目

由學校擬定；再與學校

老師以英語進行個別會

談五分鐘，內容則以當

日提供予學生面試前閱

讀之英文篇章為主。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http://www.ilc.edu.hk/   取消面試  

http://www.ilc.edu.hk/do
cument/AAC/admission/
S1%20Dplace_Interview.

pdf、 

甄選準則及比重︰ 

小五小六學業成績 (基本要求為中、英、數三科成績在 B

級或以上)及教育局提供之學生名次 70% 

操行、課外活動、服務、獎項、專長、才能 30%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http://www.llcmhlau.edu.hk/   符合申請資格者校方將

安排面試。  

面試內容主要評估學生

表達能力及語文水平，

考生須以中、英文自我

介紹。  

1. 面試的整體表現 

Interview Performance 

35% 

2a

. 
  

「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教育局提供） 

Rank Order from EDB 
35% 

  
2b

. 

校內學業成績 

Primary School Academic Results 

3a

. 

操行 

Conduct 

15% 
  

3b

. 

小學對學生各方面的評語 

Performance and comments of other 

aspects, eg. Industry, Attenda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 etc. 

4a

. 

課外活動及服務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Servic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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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 

所獲獎項 

Awards 
  總分 Total : 100% 1.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http://www.hktalhk.edu.hk/hkindex.

p hp   

將約見全部申請者，面

見通知書將於 2022 年 3
月寄予申請者 

 

收生準則及比重如下： 
1. 學業成績（20%） 
2. 操行 (10%) 
3. 教育局成績次第（20%） 
4. 面試表現（30%） 
5. 課外活動及服務表現（20%）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http://www.hkrsstpss.edu.hk/   將以郵遞方式通知面試

日期及時間。 [通知日

期：2022 年 1 月尾。面

試日期：2022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及比重：  
1. 學業成績（20%）  

2. 操行及態度（20%） 

3. 課外活動（15%）  

4. 面試表現（25%）  

5. 家長支援（20%）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http://www.ctshkpcc.edu.hk/   將以書面形式通知約見

全部申請學生。面試以

個別或小組形式進行，

藉以了解學生的溝通應 
對、性向、興趣、潛能

及對本校的認識等。會

面時間約為二十五分

鐘，佔收生比重的 
15%。面試 將會在二月

至三月中旬舉行。 
 

收生標準： 

1. 學業成績：學生在「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的排

名，校內成績（五下及六上），共佔收生比重的 

40%。 

2. 操行成績：操行必須乙級(B 級)或以上，佔收生比重

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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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育/藝術/領袖才能/ 社區服務：學生在參加課外活

動（包括體藝潛能）、校內或校外服務、獲取獎項及

公開考試證書等表現，佔 收生比重的 20%。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http://www.flk.edu.hk/flk/0_index/i

n dex.html   

面試日期為 2022 年 3 月

5 日(星期六)，所有申請

者均會獲安排出席；惟

面試方式將按實際情 況
安排為實體或視像。面

試詳情將以郵件/電郵形

式通知。 
 

收生準則 比重 ： 

1. 面試表現 (包括：儀容及禮貌、表達能力、對本校的

認識、興趣及日常生活習慣等) 30%  

2. 小學五年級及六年級學業成績 30% 

3. 小學五年級及六年級的操行、功過記錄及評語 20%  

4. 其他表現 (包括：課外活動、校內或校外服務及各類

獎項) 20%  

 

迦密聖道中學            http://www.chw.edu.hk/it-

school/php 

/webcms/public/mainpage/main.ph

p 3   

不設面試  

http://www.chw.edu.hk/it
-

school/php/webcms/publi
c/mainpage/download_no

tice.php?fileid=254 

收生準則及比重修訂如下： 

a. 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成績次第名單」排名（50%） 
b. 操行、評語（20%）   
 c.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20%） 
d. 「升中資訊晚會」分組活動表現（10%）  
 * 如「晚會」未能如期舉行，將會取消「分組活動表

現」一項，而「操行、評語」則改為 30% 
 

神召會康樂中學          https://www.hebron.edu.hk/new_we 

b_14/index.php   

每位申請學生均獲面試

機會。詳情將另函通

知。 

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 

 項目 參考內容 40% 
 

(1) 學業成績 
校內成績(中、英及數學科及格或以上)及 

教育局自行分配學位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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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行成績 乙級或以上 20%  

(3) 面試表現 個人面試 20%  

(4) 
非學業表

現 
體藝表現、領袖才能、社區服務等 15%  

(5) 
與本校連

繫 

對本校辦學宗旨的認同、宗教背景、 5% 

就讀及居住地區、校友子弟或兄姊就讀本校 
 

 

恩主教書院              https://www.valtorta.edu.hk/index/i

n dexR01.aspx   

所有申請人將會被邀請

面試，缺席者將不獲另

行安排面試。面試日期

為 2022 年 3 月 5 日(星
期六)， 形式為中、英文

口試。本校將於 2022 年 
2 月 18 日前發信通知被

邀申請人的面試時間。

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或

其他因素 影響，面試形

式可能改為以視像方式

進行。 
 

收生準則包括：  
1. 學生學業成績（據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提供的排名表） 

50%  

2. 面試表現 20%  

3. 操行 10% 

4. 藝術、運動或服務方面表現 10%  

5. 與本校的聯繫 10%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http://www.mst.edu.hk/   取消面試  

https://drive.google.com/fil

e/d/1oD_YXoMIC25_CH0

UnCF0EfGa0mkPbRHf/vi

ew 

評分準則會更改為：  

學業成績(滿分額 50)比重 66.67%  

課外活動(滿分額 25)比重 33.33%  

大埔三育中學            http://www.tpsy.edu.hk/   面試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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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定邦中學              http://www.ltpss.edu.hk/   將於網上進行面試。  將於 2 月底或之前通知已申請面試的學生家長，並解釋

網上面試的安排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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